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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17β-E2 通过 GPER/PI3K/AKT 通路 

调节小鼠 M3T3 成骨细胞线粒体自噬的研 

 
金梦 1,孙晓琪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骨质疏松作为最常见的骨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有已有成千上百万的患者，消耗了大量的医疗

资源及严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骨质疏松的进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随年龄雌激素

下降引起的骨流失，既往研究表明雌激素可以与其组织特定受体(ER)-α 和 (ER)–β 结合阻止骨的重

吸收，增加破骨细胞凋亡。然而，骨质疏松及成骨细胞寿命缩短与雌激素缺乏间的机制仍不明确。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线粒体自噬，线粒体通过多种作用调节线粒体稳态。在此项研究中，我们旨在研

究雌激素通过 GPER/PI3K/AKT 通路引起小鼠成骨细胞 M3T3 细胞线粒体自噬继而阐明其分子机

制。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成骨细胞 M3T3，应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小鼠成骨细胞 GPER mRNA 的表达

情况。Western-blot 技术检测小鼠成骨细胞 GPER 蛋白磷酸化水平。分别加入浓度梯度 17β-E2 和/

或 GPER 特异性抑制剂 G15 和/或 PI3K 特异性拮抗剂(LY294002)进行干预，Western-blot 技术检

测细胞 GPER 蛋白表达及 AKT 总蛋白及磷酸化蛋白水平和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Hsp60、

TOM20、LC3-II）活性变化，同时通过免疫荧光印证了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Hsp60、TOM20）

的变化。 

结果  1、17β-E2 增强 M3T3 细胞内 GPER 基因表达及蛋白活性。 

2、17β-E2 增强 M3T3 细胞内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 Hsp60、TOM20、LC3-II 活性。 

3、17β-E2 通过 GPER/PI3K/AKT 通路影响 M3T3 细胞内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 Hsp60、TOM20、

LC3-II 蛋白活性。Western-blot 检测显示，G15、LY294002 或和 10-7 M 17β-E2 联合处理组

Hsp60、TOM20、LC3-II 蛋白活性被抑制（P>0.05）。 

结论  雌激素作用 M3T3，通过其受体 GPER 介导了 P13K/AKT 信号通路的活化，引起线粒体自噬

相关蛋白表达增加，通过以上分子机制干预骨质疏松进展。 

 
 

PO-002 

MiR-27a 是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 

化向成脂分化基本要素 

 
杨明,游利（通讯作者）,陈琳,潘琳,彭永德,陈瑾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和骨密度下降为特征的进行性骨病，其会导致骨折风险的增加。间

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作为祖细胞可以分化为骨和脂肪形成过程中的成

骨细胞、骨细胞以及脂肪细胞。在骨质疏松症中，MSCs 向成骨细胞分化减少会导致骨形成受

损。 MicroRNA（miRNA）在骨形成和 MSC 分化中起调节作用。研究表明 MiR-27a 在骨质疏松症

的发展和成脂分化过程中下调。 

方法  本研究使用 miRNA 芯片分析来研究骨质疏松症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中的 miRNA 的表达

谱，并且通过定量实时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验证该数据。将从人和

miR-27a 抑制或过表达的小鼠中分离的 MSCs 诱导分化为成骨细胞或脂肪细胞。使用 Targetscan

和 PicTar 预测 miR-27a 的靶基因。使用 qRT-PCR 或免疫印迹法分析检测 MSCs 中几种特定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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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 mRNA 或蛋白水平。使用切除卵巢的小鼠作为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体内模型，用 micro-CT

和组织形态学分析其骨矿物质密度。 

结果  我们分析了 miR-27a 在骨代谢中的作用。芯片分析表明，在骨质疏松症患者中 miR-27a 的表

达显著降低。对来自骨质疏松症患者的 MSC 分析表明成骨细胞形成减少，而脂肪细胞形成增加。

经过成骨诱导的 MSC 其 miR-27a 表达显著增加，而经过成脂诱导的 MSC 其 miR-27a 表达显著降

低，这表明 miR-27a 对 MSC 分化是必需的。我们用双荧光素酶实验证明转录因子肌细胞增强因子

2c（myocyte enhancer factor 2 c， Mef2c）是 miR-27a 的直接靶点。骨质疏松症患者中 miR-27a

表达与 Mef2c 表达之间显示出负相关性。在体内沉默 miR-27a 降低了骨形成证实了其在骨形成中

的作用。 

结论  miR-27a 通过靶向调控 Mef2c 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从成骨分化向成脂分化的转变至关重要。 

 
 

PO-003 

骨钙素水平与中老年人群死亡风险之间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吴莉,林寰东,陈玲燕,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既往有研究发现骨钙素水平过高或者过低均显著增加老年人群的死亡风险，但国内这方面的

研究数据较缺乏。本研究旨在探讨基线骨钙素水平与中老年人群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之间的

关系。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法，对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基线入组的 6595 例长风社区 45 岁

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进行随访。排除基线存在影响骨代谢的疾病或因素者 908 例及基线未检测骨钙

素水平者 905 例，排除随访期间死亡信息缺失者 4 例，最后共纳入 4778 例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随

访期间的死亡事件采用国际疾病分类编码 ICD-10 进行死因登记。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骨钙素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之间的关系。  

结果  1. 4778 例研究对象的基线平均年龄为 63.1 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平均随访 5.6

年，随访期间共死亡 256 例，累计死亡率为 5.6%；研究对象根据骨钙素水平进行四分位分组，第

三分位（18.98-24.10 ng/mL）组人群的累计死亡率最低（4.6%）。 

2. 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基线年龄、体重指数、血压、血脂、eGFR、钙、

磷、吸烟、饮酒和糖尿病后，骨钙素水平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呈显著正相关，风险比

（HR）分别为 1.02（95%CI，1.01-1.02）和 1.02（1.00-1.03）。四分位分层分析显示，在总体

和男性中，最高分位骨钙素水平（≥24.11 ng/mL）较最低分位者（≤15.00 ng/mL）的全因死亡风

险显著增加，其 HR 分别为 1.73（1.17-2.55）和 1.79（1.08-2.99）；最高分位骨钙素水平较最低

分位者的心血管死亡风险亦显著增加，在总体和男性中的 HR 分别为 2.76（1.40-5.43）和 3.71

（1.51-9.12），女性中不显著；而与第一分位相比，第二和第三分位骨钙素水平未显著增加全因

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 

结论  骨钙素水平过高（≥24ng/mL）可增加中老年人群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且在男性中

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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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 

25(OH)D 和甲状旁腺激素水平 

与中老年人群死亡风险之间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吴莉,林寰东,陈玲燕,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维生素 D 缺乏在我国人群中十分普遍，维生素 D 与甲状旁腺激素（PTH）相互影响，关系密

切，有关二者与不良结局之间的关系仍不十分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 25 羟维生素 D（25(OH)D）

和 PTH 水平与中老年人群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基线入组的 6595 例上海长风社区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进行

随访。排除基线存在影响骨代谢的疾病或因素者 908 例，未行 PTH 和 25(OH)D 检测者 905 例，

以及及随访期间死亡信息缺失者 4 例，最后共纳入 4778 例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随访期间的死亡事

件采用国际疾病分类编码 ICD-10 进行死因登记。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基线 25(OH)D

和 PTH 水平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之间的关系。 

结果  1.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63.1 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平均随访 5.6 年，随访期间共死亡

256 例，累计死亡率为 5.6%，其中心血管死亡 92 例。 

2. Cox 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基线年龄、体重指数、血压、血脂、eGFR、钙、磷、吸

烟、饮酒和糖尿病后，25(OH)D 水平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呈负相关，风险比（HR）分别

为 0.99（95%CI, 0.98-0.99）和 0.98（0.97-0.99），且这一关系独立于季节和 PTH 水平。进一步

四分位分层分析显示， 第一和第二分位 25(OH)D 水平（≤31.15nmol/L 和 31.16-42.05nmol/L）较

第四分位（≥55.76 nmol/L）者的全因死亡分别增加了 61%和 63%，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93%和 86%。3. 多因素 Cox 分析中，PTH 水平升高显著增加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其风

险比分别为 1.01（1.01-1.02）和 1.02（1.00-1.03）；四分位分层分析显示，第四分位 PTH 水平

（≥52.20 pg/mL）较第一分位（≤32.03pg/mL）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 50%，而对心血管死亡

影响的差异不显著。 

结论  在中老年人群中，当 25(OH)D 水平低于 42nmol/L 时，其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显著

增加；正常范围内的 PTH 水平过高亦显著增加其全因死亡的风险。 

 
 

PO-005 

北京社区 2990 例绝经后女性的骨质疏松症 

危险因素聚集情况分析 

 
王娜 1,罗笑婵 2,卜石 1,邢小燕 1,白永涛 2 

1.中日医院 

2.北京香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了解首都社区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分布情况 

方法  2016.3-2017.11 就诊于北京香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绝经后女

性，【绝经后女性的定义：1）女性；2）停经≥12 个月而排除妊娠等生理经原因停经者。以下非自

然绝经者单独统计：1）其中接受子宫切除术而保留卵巢者要求年龄大于 60 岁；2）双侧卵巢切除

术后；3）因乳腺癌或其它疾病接受内分泌药物或辅助化疗者。】在取得书面知情同意后，由医生

询问、受访者回答填写自行设计的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的调查问卷。研究方案经中日友好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查通过（编号 2016-12-1）。 

结果   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2990 份，平均年龄 62.37±6.93 岁，其中自然绝经 2874 例

（96.12%），平均绝经年龄 50.20±3.53 岁，最小绝经年龄 29 岁，最大绝经年龄 69 岁。常见的骨

http://www.so.com/s?q=12%E4%B8%AA%E6%9C%8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12%E4%B8%AA%E6%9C%8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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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分布情况如下：1）年龄>65 岁，889 例（29.73%）；2）绝经大于 10 年：

1673 例（55.95%）；3）绝经年龄<40 岁：21 例（0.70%）；4）低体重（BMI<20）：167 例

（5.59%）；5）有骨质疏松性骨折家族史：388 例（12.98%）；6）曾患有影响骨代谢的疾病

（甲亢、甲旁亢、风湿免疫性疾病、乳腺癌、慢性腹泻等）：812 例（27.16%）；7）曾使用影响

骨代谢的药物：315 例（10.54%）8）目前吸烟：77 例（2.58%）；9）目前饮酒：96 例

（3.21%）。其中具备以上两项及以上的骨质疏松危险因素 1468 例（49.10%）。 

结论  北京社区绝经后女性具备两项以上骨质疏松危险因素者将近 50%，骨质疏松症防治形式严

峻。 

 
 

PO-006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临床特点的变迁 

和定位诊断方法的合理运用 

 
朱旻婷,刘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研究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临床特征的转变，探究常用影像学检查在甲状旁腺病灶定位

诊断中的优缺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院治疗的共 597 名 PHPT 患者的临床资

料，比较先后两个时间段中 PHPT 流行病学和临床特点的差异。使用一整套的精神心理学量表，评

估 PHPT 患者的认知情况并与正常对照比较，了解 PHPT 对神经认知功能的影响。收集住院的 352

名 PHPT 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计算常用影像学定位手段的敏感性，采用 ROC 曲线分析探究影响定

位诊断敏感性的临床因素，并确定临床指标的切点位置。 

结果  经典 PHPT 临床症状的发生率显著降低，血钙和血 PTH 均明显下降（p<0.001），甲状旁腺

病灶明显减小（p<0.001），但患者主诉的精神类症状显著增多。PHPT 患者的视觉空间能力和部

分生活质量指标较正常人群降低。甲状旁腺 MIBI 核素扫描在常用的甲状旁腺定位检查中敏感性最

高，达 95.56% （91.12%-97.92%）。甲状旁腺病灶≤1.3cm 时，颈部超声敏感性显著降低；MIBI

敏感性在甲状旁腺病灶≤1.3cm 或 PTH≤252.1pg/mL 是均存在明显下降，MIBI 对病理为增生的

PHPT 定位诊断效果不佳。使用颈部超声合并 MIBI 扫描可有效提高 PHPT 术前定位诊断的准确

性。 

结论  在定性诊断 PHPT 时，需注意 PHPT 的临床特征正在向轻症型发展，经典临床症状减少，生

化指标变轻，非经典的精神类症状发生率上升。PHPT 定位诊断首选甲状旁腺 MIBI 核素扫描，病

灶过小或血 PTH 升高不明显是造成检查敏感性降低的原因。 

 
 

PO-007 

骨小梁评分（TBS）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评价骨质量的应用 

 
张翠平,朱应倩,陈琳,徐碧林,申甜,雷涛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目的  骨质疏松是以骨量减少以及骨微结构退化为特点的骨骼疾病，通过双能 X 线（DXA）测定的

骨密度（BMD）是目前评价骨质疏松的金标准。2 型糖尿病患病人群同样人数众多，目前多个研究

表面 2 型糖尿病患者骨折风险增加，但其 BMD 并不降低，甚至会比非糖尿病患者升高，因此，

BMD 无法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骨质疏松程度及骨折风险。骨小梁评分（TBS），能评估脊柱

DXA 图像中的灰阶变化，是提供骨小梁微结构的间接指标，本研究探讨骨小梁评分在评价 2 型糖

尿病患者骨质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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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28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和 64 例非糖尿病患者的腰椎骨密度（BMD）图像，通

过骨小梁评分的软件（TBS iNsight software），计算得出骨小梁评分。同时收集年龄、身高、体

重、体质量指数（BMI）等指标，分析两组患者的骨密度、骨小梁评分差异。 

结果  同非糖尿病组相比，2 型糖尿病组年龄稍高(68.77±10.50 vs 63.45±14.90,p=0.005 )，BMI 稍

高 (24.63±3.61 vs 23.33±3.31,p=0.016) ，腰椎（ L1-L4 ）骨密度亦升高 (0.9103 ±0.1742vs 

0.8382±0.1422,p=0.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骨小梁评分 (L1-L4) 降低 (1.2787±0.122 vs 

1.3166±0.1016,p=0.0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排除年龄、体重、骨密度的干扰后差异依然有统

计学意义（p=0.008）；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骨折风险升高，但其腰椎骨密度升高，因此腰椎骨密度无法评估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骨折风险；作为评价骨骼微细结构的骨小梁评分（TBS），在 2 型糖尿病中明显下降，可

能为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骨折风险提供帮助。 

 
 

PO-008 

不同数量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 

对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的影响 

 
侯建明,王永炫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比较不同数量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移植对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的影响。 

方法  将 40 只雌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和去卵巢组，3 个月后验证造模成功，

再将去卵巢组大鼠随机分为单纯去卵巢组（OVX 组）、雌激素治疗组（E2 组）、低剂量 BMSCs

移植组（BMSCs 2×106  LS 组）、中剂量 BMSCs 移植组(BMSCs 4×106  MS 组)、高剂量 BMSCs

移植组 (BMSCs 6×106  HS 组)。LS 组、MS 组、HS 组分别经尾静脉移植对应剂量的 BMSCs，E2

组肌注雌二醇。在干预后的第 8、12、16 周时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测量全身骨密度，干预 16 周后

取胫骨做 HE 染色。 

结果  与 Sham 组相比较，OVX 组的全身骨密度（BMD）和骨小梁占骨髓腔面积的比例均明显的

降低（P<0.05）。各 BMSCs 移植组的全身 BMD 及骨小梁占骨髓腔面积的比例均较 OVX 组高

（P<0.05），且随着所移植干细胞数量的增加而增高，HS 组的骨密度和骨小梁占骨髓腔面积比例

为最佳。 

结论  移植 BMSCs 可以明显改善去卵巢大鼠的骨质疏松，且随着所移植 BMSCs 数量的增加可以

获得更好和更长久的疗效。 

 
 

PO-009 

不同糖代谢水平老年人群血清中 Wnt5a 

与骨代谢生化指标的 相关性分析 

 
李圆,黄宇新,邱婕萸真,孙皎 

华东医院 

 

目的  观察不同糖代谢水平的老年人群血清中 Wnt5a 的表达水平，及其与血骨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探讨 Wnt5a 与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2018 年 5 月于我科住院的老年 T2DM（Type 2 diabetes mellitus）患者

152 例及同龄非 DM 人群 83 例，平均年龄 70.54±8.33 岁，对其临床基本资料、糖代谢、骨代谢生

化指标进行测定，通过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中 Wnt5a 的表达水平。以正常人为对照组（I 组），按

照 HbA1c 的高低，将糖尿病患者分为：血糖控制佳组（II 组）：HbA1c<7%，血糖控制不佳组（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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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HbA1c≥7%，比较血糖控制不同程度的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Wnt5a 对骨代谢指标的影响。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Wnt5 与骨代谢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一般资料比较，3 组在年龄、BMI、肝肾功能、PTH、P1NP、CTX、血钙、血磷、收

缩压、舒张压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2）III 组 Wnt5a 水平显著低于 I 组（110.03±23.95 vs 

120.25±18.90 ng/ml ， P=0.008 ） ， III 组 OCN 水 平 显 著 低 于 I 组 （ 15.16±6.07 vs 

12.18±4.95ng/ml ， P=0.006 ） ， III 组 25(OH)VD 水 平 显 著 低 于 I 组 （ 16.39±8.11 vs 

20.77±9.08ng/ml，P=0.023）。而血糖控制佳的患者（II 组）血清中 Wnt5a、OCN、25(OH)VD

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3）Spearman 相关分析提示在老年人群中 Wnt5a 水平与

OCN 正相关（r=0.187, P=0.01）。 

结论  （1）与正常人群比较,血糖控制不佳的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生化水平的骨代谢异常,表现

为更差的维生素 D 营养状态以及更低的骨形成状态。2. 与正常人相比，Wnt5a 水平在血糖控制不

佳的老年 T2DM 患者血清中降低；且 Wnt5a 的水平可能影响了老年 T2DM 患者的骨形成过程。 

 
 

PO-010 

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后血尿酸水平的变化存在性别差异 

 
朱翠玲,高晶扬,梅芳芸,王兴纯,李梁,钱春花,周东雷,曲伸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LSG）对不同性别重度肥胖

患者血尿酸（serum uric acid，sUA）及相关生化参数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行 LSG 的 133 例

重度肥胖患者（39.5±5.8 kg/m2）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49（36.8%），女 84（63.2%）。根据

术前 sUA 水平将男女患者分别分为正常尿酸组（NUA 组）和高尿酸组（HUA 组）。收集患者手术

前后体重、BMI、sUA、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空腹胰岛素(fasting insulin，

FINS)、稳态模型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及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水平。分析比较男女患者术前尿酸水平差异及术后 1、3、6 及 12

月 sUA 水平与相关代谢指标的变化。统计学分析方法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  基线水平，男患者的 sUA 与高尿酸（HUA）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女性。HUA 患者有更加严重

的代谢异常。LSG 术后，男女患者在 NUA 组的 sUA 水平均无明显变化。在 HUA 组，女患者的

sUA 水平在术后 3-12 月显著下降，而男患者的 sUA 水平在术后 1、3 月出现明显增加而在术后 6-

12 月明显下降。此外，在 HUA 组，男女患者均出现 HUA 发生率逐渐减少及缓解率逐渐增加而

sUA 变化值（Δ sUA）在女性患者明显高于男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术后（Δ sUA）在女性患者

与 BMI 变化值（ΔBMI）、FINS 变化值（ΔFINS）、及 HOMA-IR 变化值（ΔHOMA-IR）显著正相

关，在男性患者与（ΔBMI）和（ΔHOMA-IR）显著正相关。 

结论  在重度肥胖患者，男性较女性更易发生 HUA。LSG 可显著改善 HUA 患者的 sUA 水平且女性

患者表现更早、下降程度更加明显。术后 sUA 水平的下降可能与体重下降和胰岛素抵抗改善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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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 

特纳综合征染色体核型与临床表型相关性研究 

 
杨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特纳综合征（Turner syndrome,TS）染色体核型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 111 例江西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入院就诊的 TS 患者，年龄分布从

3 月龄至 16 周岁。确立 TS 疾病各临床表型的诊断依据，将本研究染色体核型分 5 组，统计分析各

临床表型在各组染色体核型中的详细分布情况及二者之间的关联。检测 53 例 TS 病人 SRY 基因。

最后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两组间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身材矮小患儿占 98 例（88.3%），其中有 77 例（69.3%）患者身高低于正常身高 3 个标准

差以上,嵌合型染色体及含 Y 染色体组身高优于其余三组。本组各染色体核型患儿的体征无统计学

差异。35 例行心脏超声检查，6（17.1%）例发现心血管系统异常，其中 4 例来自于 45，XO 组；

所有患者均进行肝肾功能及甲功检查 ,18 例（16.2%）患者初诊发现肝功能异常。未发现肾脏畸形

的患者；26 例（23.4%）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在各组核型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 岁以

上患者仅乳房自主发育者 9 例，自主月经来潮者 3 例，多集中在嵌合体染色体组。2 例出现阴蒂肥

大似阴茎，均在 Y 染色体组。合并垂体微腺瘤 1 例，合并血管瘤 1 例，合并幼年强直性脊柱炎 1

例，都是 45，X 单体核型。53 例 TS 患者行 SRY 基因检测，其中含 Y 染色体组 12 人，5 例阳

性，都来自含 Y 染色体组，其余均阴性。 

结论  TS 患儿大多数存在身材矮小，颈蹼、面部多痣及发际线低是最为常见的 TS 外貌体征，也有

部分患者外貌体征极不典型，易漏诊。只有少部分患者有自主发育，且多集中在嵌合体染色体组。

各器官合并症的风险很高，尤其是 45，XO 染色体组患儿。含 Y 染色体物的 TS 患者，SRY 基因阳

性率高，必要时择期行性腺切除术。建议所有矮小症患儿常规行染色体检查，尤其是 45，XO 染色

体组的患者合并症发生率高，所有确诊 TS 的患儿注意各器官功能的检查。 

 
 

PO-012 

肝脏星状细胞：IKKε/TBK1抑制剂 Amlexanox 

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靶点细胞 

 
贺茜 1,向琴 2,刘华鹏 2,王彪 2,安稳斌 2,刘潭 2,黄钟 2,邹秀兰 1,夏旋 2 

1.三峡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 

2.三峡大学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目的  前期研究提示，IKKε/TBK1 抑制剂 Amlexanox（氨来占诺）可以缓解高脂饮食诱导的非酒精

性脂肪肝肝病（NAFLD）的小鼠模型，但是具体的机制尚无清楚。本研究目的在于揭示

Amlexanox 缓解 NAFLD 的具体机制。 

方法  利用两种动物模型，一种是单纯的高脂饮食（HFD，含 45%脂肪）喂养 3 个月诱导小鼠

NAFLD；一种高脂饮食+脂多糖（LPS，每日皮下注射）诱导的小鼠 NAFLD。然后在上述两个模

型基础上利用 Amlexanox 灌胃治疗 18 周，监测小鼠体重，通过小鼠代谢笼观察进食量，做口服糖

耐量试验（OGTT）、血脂、胰岛素、肝酶、肝脂、肝重测定。留取肝脏做 HE 染色、油红 O 染

色，检测肝脏 FAS、SREBP1、CD36、PPARα 的 mRNA（qPCR 法）；在肝脏炎症通路方面，

检测肝组织 TNF-α、IL-1α、CCL2 的 mRNA 含量和血清 TNF-α、IL-1α 含量（ELISA 法）。通过

免疫组化染色显示肝脏 α-SMA（激活型星形细胞的标志物）和 IKK-ɛ，利用免疫印迹检测肝组织的

IKKe、磷酸化和总 P65、AKT、IRS-1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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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mlexanox 不影响进食量，但可降低体重、肝重和肝脂，降低血脂、肝酶、胰岛素水平，胰

岛素抵抗指数、改善 OGTT；通过连续切片免疫组化染色，发现 IKK-ɛ 并不表达在肝实质细胞，而

在激活型肝星状形细胞（α-SMA 染色阳性）；两个模型对比普食组，发现肝星状细胞存在过度激

活（α-SMA 染色强染色）且伴有 IKK-ɛ 表达增加，但是 Amlexanox 治疗后肝星状细胞的 IKK-ɛ 和

α-SMA 表达降低；同时，Amlexanox 可以降低 FAS、SREBP1、CD36、PPARα 的 mRNA 表达；

这可能与 Amlexanox 降低炎症通路水平有关（TNF-α、IL-1α、CCL2 表达和血清 TNF-a、IL-1α 水

平降低）；在胰岛素信号通路方面，通过免疫印迹发现 Amlexanox 可以降低模型组肝脏 IKKɛ 蛋白

表达、NF-κB 的 P65 磷酸化，增加 AKT 磷酸化和 IRS-1 磷酸化。 

结论  高脂或高脂+LPS 可活化肝星状细胞，导致肝脏炎症通路激活。Amlexanox 可能通过抑制肝

星状细胞的 IKKɛ→NF-κB→TNF-α/IL-α 通路，减少了炎症因子对肝实质细胞的影响，从而改善肝

脏的胰岛素抵抗（IRS-1→AKT），从而缓解高脂饮食或脂多糖诱导的糖脂代谢紊乱。 

 
 

PO-013 

PPARδ通过调节自噬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 的作用机制研究 
 

童蕾 1,2,汪龙 1,2,张志国 1,2,金丽娜 1,2,姚霜霜 1,2,杨键 1,2,张翼飞 1,宁光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是一种无过量饮酒史，以肝细胞弥漫性脂肪变性和脂肪贮积为

主的临床病理综合征。PPARδ 在脂肪肝方面多有报道：促进肝脏脂肪酸氧化、降低脂质沉积、改

善肝脏的炎症及纤维化。研究表明自噬影响并参与 NAFLD 发生发展过程中各个重要节点，因此自

噬可以作为治疗或预防 NAFLD 的重要靶点。本研究旨在探讨 PPARδ 是否可以通过调节自噬改善

NAFLD 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体内实验中，小鼠被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和高脂饮食组，喂养 8 周，建立 NAFLD 小鼠模

型。首先根据灌胃试剂分为溶剂对照组和 PPARδ 特异性激动剂 GW501516（5mg/kg.d）组；接着

对 NAFLD 小鼠尾静脉注射带有绿色荧光蛋白和 PPARδ 基因的腺相关病毒；最后，对 db/db 小鼠

分别注射 AAV-GFP 和 AAV-PPARδ。以上小鼠均 10 只/组。继续饲养 4 周后，处死小鼠，取血测

TG、TC、ALT、AST 等指标；取肝组织 HE 染色观察肝细胞形态和脂滴蓄积，检测肝脏 TG 含

量；转录和蛋白水平检测与自噬和脂肪酸氧化因子表达。体外实验中用小鼠肝原代细胞，首先加

PPARδ 激动剂 GW501516 刺激，检测自噬标志分子在蛋白水平的变化，同时固定细胞后在透射电

镜下观察自噬小体；接着用 mRFP-GFP-LC3 的腺病毒感染细胞，加入 PPARδ 激动剂刺激后用激

光共聚集显微镜观察自噬小点的数量变化；最后在有或无阻断剂 3MA 条件下，分别予以游离脂肪

酸和 PPARδ 激动剂，测定细胞内 TG 水平并检测脂肪酸氧化基因水平。 

结果  体内实验中，HFD+GW501516 组小鼠的体重明显减轻，肝组织脂肪沉积显著改善，血清

ALT、AST 降低，肝组织中自噬标志分子在转录和蛋白水平均明显增强；肝脏特异性过表达

PPARδ 的 HFD 和 db/db 小鼠，肝脏脂肪沉积明显改善，血清 ALT、AST 降低，自噬标志分子蛋

白水平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脂肪酸氧化基因在 mRNA 水平也明显升高。体外实验中，PPARδ 刺激

可以显著增强自噬标志分子在蛋白水平的表达；荧光显微镜下可见 LC3 聚集增多；电镜下可见自

噬小体形成显著增多；PPARδ 激动剂可以在转录水平显著上调细胞脂肪酸氧化基因，改善在游离

脂肪酸负荷下的细胞内脂质蓄积，在阻断自噬的情况下效应显著减弱。 

结论  PPARδ 可以通过增强肝细胞内的自噬，促进脂肪酸氧化从而治疗 NAF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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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 

全国糖代谢异常患者脂肪性肝病严重程度研究及危险因素分析 

 
孙潇泱 1,2,卞华 1,2,3,夏明锋 1,2,高鑫 1,2,3,包玉倩 3,毕宇芳 3,李强 3,陈璐璐 3,何兰杰 3,朱大龙 3,孙丽荣 3,郑丽丽 3,邸阜生

3,高燕燕 3,李红 3,施军平 3,王尧 3,陈丽 3,刘静 3,周勇 3,张敏 3,周嘉 3,王芸 3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代谢病研究所 

3.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肝病与代谢学组 

 

目的  调查全国 17 家三级甲等医院糖代谢异常患者的脂肪肝患病率、严重程度及其与代谢紊乱的关

系。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 2010 年-2011 年全国 17 家三级甲等医院不同糖代谢状况的患

者，分为糖代谢正常（NC）、糖调节受损（IGR）、新诊断 2 型糖尿病（NT2DM）及已诊断 2 型

糖尿病（KT2DM）四组。采集各类病史和人体学参数，进行生化指标、肝脏普通超声和定量超声

的检测。共入组 3868 人，其中 NC 组 870 例，IGR 组 598 例，NT2DM 组 571 例，KT2DM 组

1829 例。 

结果   

1. 共 3664 例受试者进行了肝脏超声的检测。73.05%的糖代谢异常患者检出脂肪肝，显著高

于 NC 组（vs. 30.00%，P <0.05）。其中 IGR、KT2DM、NT2DM 组脂肪肝检出率依次升

高，分别为 58.90%、76.10%和 78.20%。糖代谢异常患者中，引起脂肪肝的原因以

NAFLD 为主，占 88.6%，AFLD 占 8.3%，病毒性肝病占 2.6%。 

2. 共 2279 例受试者进行了肝脏定量超声的检查。糖代谢异常患者中肝脏脂肪含量（LFC）为

15.69(8.25-25.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性别、年龄、BMI 后，LFC 在 KT2DM

组与 FPG、TC 呈正相关；在 IGR 组与腰围、FPG、HbA1c 呈正相关，与 HDL-ch 呈负相

关。 

3. 糖代谢异常患者中，肝酶增高（ALT、AST、GGT、AKP 至少一项增高）的检出率为

30.14%，显著高于 NC 组（vs. 23.5%，P<0.05）。其中 KT2DM、IGR、NT2DM 组肝酶

增高检出率依次升高，为 24.7% 、35.6% 和 42%。糖代谢异常患者肝酶异常的原因同样以

NAFLD 为主，占 88.6%。肝酶增高组 BMI、DBP、TC、TG、FPG、2hPG、HbA1c 高于

肝酶正常组（P 均<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性别、年龄、BMI 后，肝酶增高

在 IGR 组与 TG 呈正相关，与 FPG、UA 呈负相关；在 NT2DM 组与 TC 呈正相关，与

LDL-ch 呈负相关；在 KT2DM 组与 HbA1c、TG、UA 呈正相关，与糖尿病病程呈负相关。 

结论  糖代谢异常人群中合并脂肪肝的发病率高达 73.05%，其中近九成为 NAFLD。糖代谢异常人

群中肝酶异常检出率高达 30.14%。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脂肪肝较严重。肝脏脂肪含量增加和/或

肝酶增高与各种糖脂代谢异常互为促进因素。 

 
 

PO-015 

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与脑耗盐综合征的临床指标鉴别分析 

 
崔海英,刚晓坤,王桂侠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A 代表 CSWS 组，B 代表 SIADH 组。本研究旨在探寻简便易行的一种或多种联合、能够快

速鉴别 A 和 B 的检验方法，以期为顽固性低钠血症患者鉴别诊断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吉大一院收治住院，明确诊断为 A 或 B 的患者。回顾

性分析一般资料、住院期间部分生化指标的动态变化。数据采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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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一般资料: 

1)目标患者 129 例，A 组 55 例，B 组 74 例； 

2)A 组病因由多到少为：SAH，脑卒中，脑炎，垂体瘤术后，脊髓损伤。B 组病因依次为：CNS 疾

病，肿瘤，肺部疾病，其他，药物性； 

3)A 组平均年龄大于 B 组、饮酒人数多于 B 组，A 组男性多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临床症状对比： 

1)A 组乏力、恶心人数少于 B 组，意识障碍人数多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A 组 SBP 均值低于 B 组，心率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A 组诊断时血压较平素血压降低的人数多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血容量相关指标对比： 

1）A 组 MCHC、尿酸、BUN 均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血钠恢复后，复查尿酸、BUN 示：A 组治疗后尿酸较诊断时低，B 组治疗后尿酸较诊断时高，

A 组治疗后 BUN 较诊断时低，上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体内钠平衡相关指标对比： 

1）A 组血钠、血浆渗透压、尿量、尿渗透压、24 小时尿钠均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激素相关指标对比： 

1）A 组的 BNP 水平大于 B 组，FT4水平低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Logistic 回归分析： 

1）高水平 SBP 是低钠血症归因于 B 的危险因素（P<0.001)； 

2）高水平的尿量、BNP 和 24h 尿钠是低钠血症归因于 A 的危险因素（P 值均<0.05）。 

结论  1）住院的顽固性低钠血症患者中，B 的患者人数多于 A；而伴发 CNS 的顽固性低钠血症患

者，A 患者人数多于 B。 

2）我院诊断 A 和 B 的例数逐年增加，提示医生对这两种疾病的认识逐步加深。 

3）与平素血压水平相比，诊断时血压升高和诊断时高水平的收缩压支持 B 诊断；与平素血压相

比，诊断时血压降低支持 A 诊断。 

4）高水平血红蛋白浓度、尿酸、尿素氮、BNP、血尿渗透压、尿渗透压、尿量以及 24 小时尿钠

均支持 A 诊断。 

5）动态监测尿酸水平有助于二者鉴别：治疗前后尿酸水平对比，钠恢复后尿酸水平随之升高支持

B；治疗后尿酸水平仍处于低值支持 A 诊断。 

 
 

PO-016 

绞股蓝通过抑制 miR-34a 减少肝脏甘油三酯的沉积 

 
贾宁 1,2,杨重博 1,2,石书龙 1,2,方丽 1,2,徐进 1,2,葛树建 1,高聆 1,2,赵家军 1,2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省内分泌与脂代谢重点实验室 

 

目的  绞股蓝在临床作为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防治药物广泛使用，但机制尚不明确，本研

究旨在观察绞股蓝对 NAFLD 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分子机制。 

方法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普食组和高脂组，高脂组通过高甘油三酯饮食（60% fat）喂养 12 周

诱导 NAFLD 模型，成模后高脂组在高脂喂养的基础上分别给予绞股蓝低（1.95g/kg）、高剂量

（11.7g/kg）或等量的水灌胃（1 次/日），普食组在普食基础上给予等量水灌胃（1 次/日），连续

治疗 16 周，每周检测小鼠体重、进食量，治疗 14 周通过代谢笼检测小鼠能量代谢情况，治疗 15

周进行葡萄糖耐量（IPGTT）和胰岛素耐量（IPITT）试验，治疗 16 周末处死小鼠，收集肝脏组

织，HE 染色、油红 O 染色检测肝脏病理，并通过病理结果进行 NAS 评分，检测肝脏脂质含量、

血清 AST、ALT、葡萄糖和脂质含量，测定血清胰岛素水平，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

筛选肝脏内与 NAFLD 有关的 microRNAs，利用免疫印记试验和 RT-PCR 筛选 miR-34a 调控的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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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和靶蛋白以及 miR-34a 上游调控因子 p53 的表达，从而明确绞股蓝调控肝脏甘油三酯代谢的

分子机制。 

结果   

1. 与高脂组比较，高脂+绞股蓝组肝脏甘油三酯含量、肝内脂滴明显减少、NAS 积分（脂质

沉积积分、小叶炎症积分、肝脏气球样变积分）明显降低，血清 AST、ALT 显著降低，并

呈剂量依赖性；但小鼠体重进食量比较，二者无显著差异。 

2. 与高脂组比较，高脂+绞股蓝组明显改善糖耐量和胰岛素耐量及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能量代谢比较二者无显著差异。 

3. 筛选肝内 18 个稳定表达的 microRNAs 结果显示，与高脂组比较，高脂+绞股蓝组肝脏

miR-34a 表达显著降低，其下游 HNF4α、SIRT1 蛋白水平及 mRNA 水平较高脂组增加，

PPARα mRNA 水平较高脂组显著增加，AMPK 表达无明显差异，且高脂+绞股蓝组

HNF4α 的靶基因 MTP、APOB 表达增加，SIRT1/PPARα 下游 CPT1α 表达增加。肝脏

p53 核内表达增加，说明绞股蓝可能通过 p-53 来抑制 miR-34a 的表达。 

结论  绞股蓝能减少肝脏脂质沉积，保护肝脏细胞不受损伤，改善胰岛素抵抗，但对体重无显著影

响；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miR-34a，增加其下游靶基因 HNF4α、SIRT1、PPARα 的表达，

改善 VLDL 分泌及脂质的 β 氧化，从而减少肝脏脂质沉积。 

 
 

PO-017 

大连地区人群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 

 
谷晓岚,牛敏,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大连地区社区人群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方法  依托中华医学会发起的 REACTION 研究，选取共计 10207 人。按照 non-HDL-C 四分位分为

Q1、Q2、Q3 和 Q4 组。比较四组的体重、BMI、血压、年龄、身高、及生化指标等有无统计学差

异，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来比较各组的 HOMA-IR 值，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和

Spearman 相关分析研究 non-HDL-C 与胰岛素抵抗之间的相关性，使用 ROC 曲线分析法进一步明

确 non-HDL-C 对胰岛素抵抗的诊断意义。 

结果  1. Q1 组、Q2 组、Q3 组和 Q4 组四组的 HOMA-IR 值分别为：1.68（1.15 - 2.45）、1.91

（1.34 - 2.82）、2.15（1.48 - 3.15）、2.30（1.59 - 3.28）；四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 

0.05）。且随着 non-HDL-C 的升高，胰岛素抵抗程度逐渐加重。 

2.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HOMA-IR 与 non-HDL-C、年龄、BMI、MSBP、MDBP、HbA1c、

TG、LDL-C 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 = 0.208, r = 0.095, r = 0.136, r = 0.483, r = 

0.270, r = 0.239, r = 0.389, r = 0.430, r = 0.106，P < 0.05），与 HDL-C 呈负相关（r = -0.298, P 

< 0.05）。 

3. 以 HOMA-IR 为因变量，non-HDL-C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non-HDL-

C 与 HOMA-IR 显著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进一步校正 HbA1c、BMI、FPG、

2hPG、年龄、SBP、DBP、TG、HDL-C，non-HDL-C 与 HOMA-IR 仍呈正相关（P < 0.05）。 

4. 以人群 HOMA-IR 上四分之一位分组定义为胰岛素抵抗组，即 HOMA-IR≥2.96 者，做 ROC 曲线

结果显示人群中 non-HDL-C 预测胰岛素抵抗的曲线下面积为 0.590（P < 0.001），因此可见 non-

HDL-C 对 HOMA-IR 有预测价值，提示 non-HDL-C≥3.90mmol/l 时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灵敏度为

65.3%，特异度为 51.2%。 

结论   

1. 随着 non-HDL-C 的增加，胰岛素抵抗程度增加。 

2. Non-HDL-C 对胰岛素抵抗有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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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8 

circ_0001982 调控 miR-143-3p 

在代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林细华,杜颖,朱伊祎,唐圣洁,桂薇薇,李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在代谢综合征（MetS）患者血清中 miR-143-3p 高丰度表达，并促进胰岛素抵抗（IR），该

作用是通过 miR-143-3p 作用于其靶基因 IGF2R 的 3'-UTR 发挥基因沉默效应，并抑制胰岛素下游

信号通路 PI3K-Akt 的传递引起。本研究拟筛选可调控 miR-143-3p 的环状 RNA(circRNA)，分析其

在 MetS 中的表达情况及作用并探讨其具体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生物信息学及 circRNA 相关数据库寻找到潜在调控 miR-143-3p 的 12 个 circRNAs，

qRT-PCR 方法验证并筛选其中差异最大的 circRNA—circ_0001982，分析其与 miR-143-3p 的具体

结合位点；在 MetS 患者的血清及尿液样本和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胰岛素抵抗模型小鼠（DIO 小

鼠）的皮下脂肪组织中检测其表达情况；SiRNA 敲低 circ_0001982 后利用荧光标记 2-脱氧葡萄糖

即 2-NBDG 实验方法检测对脂肪细胞葡萄糖摄取的影响；然后通过 miRNA 体内沉淀实验

（miRIP）来验证它是否可直接与 miR-143-3p 结合；最后用 Westernblot 的方法检测敲低

circ_0001982 后 miR-143-3p 下游靶基因 IGF2R 及下游胰岛素信号通路 PI3K-Akt 蛋白的表达情

况。 

结果  StarBase&circBase 预测及 RNAhybrid 分析发现 circ_0001982 存在一个 miR-143-3p 互补结

合位点，且 circ_0001982 在 MetS 患者的血清及尿液样本中均表达减低，在 DIO 小鼠皮下脂肪组

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小鼠；2-NBDG 实验发现敲低 circ_0001982 能使脂肪细胞葡萄糖摄取

减弱；MiRIP 实验发现 miR-143-3p 探针组可以富集到的 circ_0001982 约是阴性探针对照组的 4

倍；敲低 circ_0001982 后还可抑制 miR-143-3p 靶基因 IGF2R 及下游胰岛素信号通路 PI3K-Akt 的

蛋白表达。 

结论  在 MetS 及 DIO 小鼠中低丰度表达的 circ_0001982 可能与 IR 相关，该效应的可能机制是

circ_0001982 直接结合 miR-143-3p，作为其分子海绵调控 miR-143-3p 对其靶基因 IGF2R 的沉默

效应，同时抑制了胰岛素下游经典信号传导。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过表达 circ_0001982 或许是改善

MetS 患者 IR 的有效方法之一。 

 
 

PO-019 

低密度脂蛋白越低越好吗？—中国自然人群低密度脂蛋白 

与雄激素和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陈驰,翟华玲,夏芳珍,李琴,陈奕,王宁荐,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随着 PCSK9 抑制剂的诞生，目前的降脂治疗可以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降到婴儿水

平。但是学术界关于极低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本身是否会对人体造成损害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探

讨中国自然人群 LDL-C 与雄激素和男性勃起功能障碍（ED）的关系。 

方法  SPECT-China 是一项在中国东部地区进行的基于自然人群的横断面研究

（www.chictr.org.cn，ChiCTR-ECS-14005052）。来自 22 个地区的 4203 名未使用雄激素替代治

疗的男性纳入本项研究。我们检测了所有受试者总睾酮（TT）、游离睾酮（FT）和性激素结合球

蛋白（SHBG）的水平。游离雄激素指数（FAI）通过 TT (nmol/L) × 100/ SHBG (nmol/L)计算得

到。我们使用 IIEF-5 问卷评定男性勃起功能，评分≤21 分为 ED。根据 LDL-C 的水平将受试者分为

三组（最低十分位组，10-90th 区间组，最高十分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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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纳入的男性平均年龄为 53±14 岁。随着 LDL-C 水平的降低，男性 FT 和 FAI 水平均显

著降低（趋势 P＜0.05）。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校正年龄、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吸烟、饮酒、

BMI、是否使用调脂药物和糖尿病后，LDL-C 与 FT(B=0.177) 和 FAI(B=0.062)呈显著正相关（P＜

0.01）。此外，LDL-C 水平与 ED 患病率的关系呈 U 型曲线，10-90th 区间组的男性 ED 的患病率

（60.5%）显著低于最低十分位组（72.7%）和最高十分位组（74.0%）（P＜0.01）。Logistic 回

归分析发现多因素校正后，与 10-90th 区间组的受试者相比，位于最低和最高十分位组的男性 ED

的患病风险均显著升高 [OR 为 1.856 (95% CI: 1.078, 3.196)和 1.783 (95% CI: 1.104, 2.879)]。 

结论  在中国自然人群中，LDL-C 与 FT 和 FAI 呈显著正相关。极低和极高的 LDL-C 水平均可能是

男性 ED 的危险因素。将 LDL-C 降到极低水平的长期安全性和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值得进一步

研究。 

 
 

PO-020 

中国中老年人静息心率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的相关性研究 

 
毛文烽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究不同血压和血糖水平人群中静息心率和肾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在排除已有肾脏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病史、相关药物应用以及重要数据缺失的个案后，

我们纳入了来自 REACTION 研究中的 32,885 例个体。人群根据平均静息心率四分位分组，肾功能

用尿白蛋白/肌酐来衡量。通过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有序逻辑回归来探究在不同血压和血糖水

平人群中静息心率和尿白蛋白/肌酐的关系。 

结果  基线资料表明，与心率较低的组相比，心率较高的组平均血压、血糖以及尿白蛋白/肌酐呈明

显递增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有序逻辑回归中，矫正性别、年龄、血压、血糖、血脂、肝功

等相关因素后，静息心率与尿白蛋白/肌酐呈现正相关关系。与第一四分位组（Q1: RHR ≤ 71.7）

相比，第三四分位组（Q3: 78.0 ≤ RHR < 86.0）和第四四分位组（Q4: RHR > 86.00）尿白蛋白/肌

酐增高的风险分别增加 9%（OR:1.09; 95%CI:1.03-1.16）和 12%（OR:1.12; 95%CI:1.05-

1.19）。回归结果显示：在正常糖耐量人群中，与 Q1 相比，Q3 和 Q4 尿白蛋白/肌酐增高的风险

分别增加 9%（OR:1.09; 95%CI:1.02-1.18）和 16%（OR:1.16; 95%CI:1.07-1.26），在糖尿病前

期和糖尿病人群中则未见这种关系；在血压正常人群中，与 Q1 相比，Q3 和 Q4 尿白蛋白/肌酐增

高的风险分别增加 8%（OR:1.08; 95%CI:1.00-1.15）和 20%（OR:1.20; 95%CI:1.16-1.29），在

高血压人群中，与 Q1 相比，Q3 和 Q4 尿白蛋白/肌酐增高的风险分别增加 21%（OR:1.21; 

95%CI:1.08-1.36）和 12%（OR:1.12; 95%CI:1.01-1.25），而低血压人群中这种关系则没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静息心率越高，血压、血糖以及尿白蛋白/肌酐也越高。在糖耐量正常人群以及正常血压或高

血压人群中，静息心率越高，尿白蛋白/肌酐增高的风险也越高，提示肾功能出现早期损伤的可能

性更大。 

 
 

PO-021 

肝酶水平和高尿酸血症的相关性研究 

 
李梦娇,陈璐璐 

武汉协和医院 

 

目的  高尿酸血症(HUA)是一种常见的代谢疾病，它不仅可以引起痛风，而且和各种慢性疾病相

关，包括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和 2 型 DM 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与血尿酸水平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受到医学界的重视。临床中，NAFLD 常常伴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14 

 

随无症状的肝酶升高，尤其是谷丙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的升高。尽管发现一些

肝酶和尿酸升高与 NAFLD 或其他代谢和心血管疾病有关，但很少有研究直接评估 HUA 与肝酶之

间的关联，特别是当肝酶水平在正常参考范围内升高时。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 HUA 与肝酶之间

的相关性，比较不同肝酶之间的差别；并通过三年随防，探究肝酶水平是否能够预测 HUA 的发

生。 

方法  2011 至 2012 年在夷陵地区经过整群抽样的方法，纳入 10178 名当地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通

过填写调查问卷，了解个人一般信息、生殖信息、既往病史等情况。通过体格检查获得个人的身

高、体重、腰围、血压等信息。采血化验检测血糖、血脂、肝酶等信息，分析 HUA 和四种肝酶之

间的关系，并做受试者工作曲线了解四种肝酶对 HUA 的预测诊断能力。3 年后，对湖北省宜昌市

夷陵区参与基线调查的同一人群进行随访调查，测量人体学指标，检测生化指标，应用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肝酶水平与 HUA 发病的相关性。 

结果  分别调整不同混杂因素后，ALT、AST、GGT、ALP 在男性和女性中都与 HUA 显著相关

（p<0.05）。且随着肝酶浓度不断升高，患 HUA 的风险也不断增高，并且具有剂量效应关系。

GGT 的 AUC 为 0.627，灵敏度为 71.7％，特异度 69.5％。ALT 的 AUC 为 0.641，灵敏度为

56.6％，特异度为 65.4％； AST 的 AUC 为 0.640，灵敏度为 57.3％，特异度为 63.2％； ALP 的

AUC 为 0.531，灵敏度为 60.0％，特异度为 46.8％。调整混杂因素后，高浓度 GGT、ALT、AST

均为新发 HUA 的危险因素，OR 值分别为 1.607（95%CI：1.177-2.195），1.465（95%CI：

1.239-1.733）、1.538（95%CI：1.147-2.063）。而 ALP 与新发 HUA 无关。 

结论  肝功能水平和 HUA 密切相关，且较高的肝酶水平增 HUA 的发病风险。其中，GGT 对 HUA

发生的鉴别诊断价值较高，ALP 的鉴别诊断价值较低。 

 
 

PO-022 

郑州市中老年自然绝经女性生殖因素 

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分析 

 
赵艳艳,韦俊芳, 申奥 ,景娜, 郭丰, 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河南省郑州市区中老年自然绝经女性生殖因素与代谢综合征及其组分发生风

险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应用本课题组承担的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组织的“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肿瘤风险研

究(REACTION-STUDY)”河南部分的横断面现场调查数据，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河南省郑州

市 6 个社区 40 岁及以上自然绝经女性常住居民（居住半年以上）4484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通过

问卷调查采集其生殖因素信息，同时检测生化指标。采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学处理及分析。 

结果  1. 生殖因素与临床生化指标的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初潮年龄与腰围、总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HDL-C)正相关；绝经年龄与体重、收缩压（SBP）正相关；绝经年限与腰围、体

重指数（BMI）、SBP、甘油三酯(TG)、空腹血糖（ FPG ）、服糖后 2h 血糖（2hPG）正相关，

与体重、舒张压（DBP）、HDL-C 负相关；妊娠次数与腰围、BMI、SBP、2hPG 正相关，与

DBP、HDL-C、FPG 负相关；产次与腰围、BMI、SBP、TC、低密度脂蛋白（LDL-C) 、FPG、

2hPG 正相关，与 DBP 负相关；总母乳时间与体重、腰围、BMI、SBP、TC、TG、HDL-C、LDL-

C、FPG、2hPG 正相关。 

2. MS 与非 MS 患者之间生殖因素的比较： 绝经年限越长，妊娠次数越多，产次越多，总母乳时间

越长，MS 患病风险越高。初潮年龄、绝经年龄在 MS 组和非 MS 组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 

3. 生殖因素与 MS 各组分的相关性分析：绝经年限越长，怀孕次数越多，产次越多，总母乳时间越

长，肥胖的患病风险，低 HDL-C 的患病风险越大。绝经年限越长，产次越多，总母乳时间越长，

高血压的患病风险越大。绝经年限越长，怀孕次数越多，产次越多，总母乳时间越长，高血糖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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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风险越大。未发现高 TG 的患病风险随着初潮年龄和绝经年龄的增加、绝经年限和总母乳时间的

增长、怀孕次数和产次的增多而增大。 

结论  1. 长绝经年限可能会增加自然绝经女性 MS、肥胖、低 HDL-C、高血压及高血糖的患病风

险。2. 多妊娠次数可能会增加自然绝经女性 MS、肥胖及高血糖的患病风险。3. 多产次可能会增加

自然绝经女性 MS、肥胖、低 HDL-C、高血压及高血糖的患病风险。4. 长总母乳时间可能会增加自

然绝经女性 MS、肥胖、高血压及高血糖的患病风险。 

 
 

PO-023 

中国社区人群中尿酸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程棣 1,2,杜瑞 1,2,吴雪妍 1,2,林琳 1,2,彭魁 1,2,马丽娜 1,2,徐瑜 1,2,徐敏 1,2,陈宇红 1,2,毕宇芳 1,2,王卫庆 1,2,陆洁莉 1,2,戴蒙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探讨中国社区人群尿酸与自报心血管疾病及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于 2010 年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嘉定地区抽取 40 岁以上的常驻居民 10 375 名

作为调查对象。每位受试者均接受标准化问卷调查、体格检查以及空腹采血测量血糖、血脂等生化

指标。 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采用 Framingham 10 年冠心病风险评分与 2013 ACC/AHA 推荐的 10

年首次严重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ASCVD)事件风险评估方法。以 Framingham 10 年冠心病风

险评分≥20%或 ASCVD 事件风险评分≥7.5%为标准定义 10 年心血管疾病高风险。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8 252 名受试者，其中男性 3 051 名，女性 5 201 名。男性和女性中的心血管

危险因素、自报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均随着尿酸水平的增加而逐渐升高。校

正多种因素后，男性和女性研究对象中尿酸水平处于最高四分位组的较最低四分位组的

Framingham 评估风险分别增加 200% (95%CI 2.00-4.50)和 195% (95% CI1.08-8.43)；ASCVD 风

险分别增加 93% (95%CI 1.17-3.17) 和 353% (95%CI 2.57-7.98)。 

结论  在中国中老年社区人群中，尿酸水平升高人群的自报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预测

风险均显著上升。 

 
 

PO-024 

我国居民自我报告的主食类型 

与超重、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的相关性研究 

 
赵明伟 

北京海军总医院 

 

目的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s），如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等，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本研究

为了探究我国居民主食类型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07 至 2008 中国糖尿病及代谢紊乱研究的受试者，覆盖北京、黑龙江、辽宁、

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江苏、上海、四川、广东、福建和新疆共 14 个省市自治区，共

纳入 46239 人。根据问卷中收集的主食情况（只记录每周食用频率≥3 次的主食种类），将其主食

类型分为：米食型、混合型和面食型。诊断标准：超重为 BMI≥24kg/m2，肥胖为 BMI≥28kg/m2；

糖尿病：空腹血糖≥7.0mmol/L 或 OGTT 试验 2h 血糖≥11.1mmol/L 或既往有明确病史；高血压：

收缩压≥140mmHg 或舒张压≥90mmHg 或既往有明确病史。使用 SPSS18.0 Logistics 多元回归分

析不同主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糖尿病及高血压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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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校正了性别、年龄、主食摄入量、职业、家庭收入、饮食控制意识与锻炼的情况下，主食

类型与超重、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均具有显著相关性。以米食型饮食为参照，混合型和面食型均

显著增加超重风险（分别 OR=1.31, 95% CI, 1.26-1.37, P＜0.001；OR=1.43, 95% CI, 1.34-

1.52，P＜0.001）。混合型饮食和面食也增加肥胖风险（分别 OR=1.60, 95% CI, 1.49-1.71, P＜

0.001；OR=1.74, 95% CI, 1.58-1.90，P＜0.001）。这两种主食模式还增加糖尿病风险（分别

OR=1.11, 95% CI, 1.03-1.20, P=0.007；OR=1.11, 95% CI, 1.00-1.23，P=0.048）；同时增加高

血压风险（分别 OR=1.09, 95% CI, 1.03-1.15, P=0.002；OR=1.25, 95% CI, 1.16-1.34，P＜

0.001）。 

结论  我国居民中，主食类型与超重、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都具有显著相关性。考虑到地区

差异性带来的折中效果，在一些地区这种疾病风险可能还会更为显著。 

 
 

PO-025 

补体 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家族 

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的前瞻研究 

 
王浩宇,赖亚新,滕卫平,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补体 C1q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Complement-C1q/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proteins，CTRPs）家族是新近发现的一类脂肪因子。多项研究证实，CTRPs 可能与肥胖、2 型糖

尿病等存在相关性，但结论尚不统一。因此，本研究通过一项前瞻研究，明确基线血清 CTRP1、

CTRP3 以及 CTRP9 水平与 MetS 及其组分患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2010 年，对 763 名 40 至 65 岁社区居民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并对其中未患 MetS 的人群进

行随访。最终 210 人被纳入随访队列。随访 5.5 年后，对 210 人再次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并根据

终点时研究对象是否罹患 MetS，而将研究队列分为新发 MetS 组和非 MetS 组。比较组间人群基线

血清 CTRP1、CTRP3 以及 CTRP9 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 

结果  与非 MetS 组相比，新发 MetS 组人群基线血清 CTRP1 水平显著降低（145.22±28.70 vs 

162.68±52.53, P=0.002），而血清 CTRP3 和 CTRP9 水平显著提高（ 960.61±138.43 vs 

855.28±162.32, P<0.001；365.19±104.34 vs 288.47±88.20, P<0.001）。校正多因素后，线性回

归显示 CTRP3[RR, 1.80(1.37-2.38), P<0.001]、CTRP9[RR, 1.08(1.04-1.12), P<0.001]与 MetS 患

病风险呈正相关。ROC 分析显示，CTRP1、CTRP3 和 CTRP9 预测 MetS 发生风险的 AUC 分别

是 0.61±0.04（P=0.010），0.70±0.04（P<0.001），0.74±0.04（P<0.001）。与腰围相比，

CTRP1 的 AUC 显著低于腰围，而 CTRP3、CTRP9 和腰围之间无显著差异，提示 CTRP3 和

CTRP9 具有与腰围相似的预测能力。 

结论  首先，新发代谢综合征患者在基线时，具有较低的血清 CTRP1，以及较高的 CTRP3 和

CTRP9 水平。其次，CTRP1、CTRP3 以及 CTRP9 均可以预测代谢综合征发生风险，但 CTRP1

的预测能力显著低于经典指标（腰围），而 CTRP3 和 CTRP9 无明显差异。因此，CTRP3 和

CTRP9 可以被认为是评估 MetS 发生风险的良好的生物学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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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6 

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变化对 8 年后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预测分析 

 
向军,王帆,刘楠,赵琳,孙崴,苏本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经 8 年随访国人血清总胆红素变化水平是否影响代谢综合征的发生。 

方法  该研究选取某三甲医院 2009 年参加体检的 1267 名医院职工为研究对象。8 年后（2017 年）

对 2009 年基线状态下非 MS 的个体进行随访。详细采集每位受试者的基线及 8 年后姓名、性别、

年龄、家族史、既往史以及相关治疗情况等，测定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收集血糖，LDL-

C、HDL-C、TG）、总胆红素（TB）、ALT、AST，除外急、慢性病毒性肝炎等。根据胆红素变

化百分比（PCB）三分位从低到高分为 P1、P2、P3 三组。PCB=[(2017 年 TB-2009 年 TB)/2009

年 TB]×100%。，计算对 8 年后新发 MS 风险。按照 2013 版《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的

MS 的定义标准来判断是否为 MS，由于腹围及 75gOGTT 2 小时血糖数据缺乏，则肥胖或超重定

义为 BMI≥25kg/㎡，血糖紊乱以 FBG≥6.1 mmol/L 或是否已确诊糖尿病标准。 

结果  1.  1267 名受检者，剔除现患 MS 者 980 人纳入随访（男性占 75.8%），年龄范围为 21-85

岁，平均年龄（42.35 ± 15.26)岁。8 年后有 661 人（67.5%）完成最后一次随访，78 人符合 MS

诊断。 

5. Logistic 回归发现，经年龄、性别校正后，与 PCB 低水平组（P1）相比，中水平组（P2）

（OR=1.331，95%CI: 0.716-2.472）、高水平组（P3）（OR=1.237，95%CI:0.663-2.308）MS

发病风险似乎有增高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8 年内胆红素变化水平对 MS 发病的预测价值仍需要更大人群观察。 

 
 

PO-027 

热休克蛋白 70 在 NAFLD 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张洁蕾,范能光,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HSP70 在 NAFLD 中的功能及作用。 

方法  慢病毒转染 Si-HSPA1A 及 Si-Vector 干扰 HSP70,油红 O 染色判断细胞内脂滴，ELISA 检测

细胞上清内甘油三酯（TG）及胆固醇（TC）水平,qPCR 检测脂肪合成相关酶 FAS、SCD、

ACC、SREBP1C、脂肪分解相关酶 ACOX、CPT-1、PPARα 的 mRNA 水平；再给予 PA 刺激 24 

h，检测上述指标变化。 

结果  当 HSP70 被敲低时，与对照组与空白转染组细胞相比，HSP70 敲减后 HepG2 细胞中的脂

滴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在 PA 处理后，HSP70 敲减细胞显示的脂质小滴比对照组与空载组细胞的脂

滴少。在 siHSPA1A 转染细胞与对照组细胞相比，在 HepG2 细胞培养上清的 TG 和 TC 水平明显

降低，无论是否用 PA 进行处理。我们对与脂肪合成有关的酶 FAS、SCD、ACC、SREBP1C 以及

与脂质分解相关酶 ACOX、CPT-1、PPARα 的 mRNA 水平用定量 PCR 进行检测。FAS,SCD 与

ACC 在低表达 HSPA1A 细胞中显著降低。同时也发现在 PA 处理后，FAS, SCD, ACC 和

SREBP1C 的 mRNA 水平在敲减 HSPA1A 细胞中依然很低，另外 CPT-1 在 PA 处理后表达增高。 

结论  HSP70 在 NAFLD 发病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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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 

阿卡波糖及二甲双胍治疗 2 型糖尿病 

合并代谢综合征的疗效比较 

 
王维雪,张波,杨文英 

中日医院 

 

目的  1、探讨标准化降糖治疗后 T2DM 合并代谢综合征与单纯 T2DM 血糖达标情况的比较； 

2、探讨阿卡波糖及二甲双胍治疗 T2DM 合并代谢综合征疗效的比较； 

3、探讨 T2DM 合并代谢综合征组与单纯 T2DM 组预测 HbA1C 达标的因素。 

方法  本课题回顾性分析 MARCH 研究中的 657 名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将研究人群分为

T2DM 合并代谢综合征组（MS 组）及单纯 T2DM 组（nMS 组），两组再分成阿卡波糖及二甲双胍

2 个治疗亚组。 

结果  1、在基线资料中，T2DM 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比例为 69.6%。MS 组与 nMS 相比，HbA1C

的达标率（HbA1C<7%）显著性差异值接近 0.05。 

2、MS 组中阿卡波糖及二甲双胍两个治疗组相比,FBG、PBG、体重、TG、AUC-ins 与基线差值有

统计学差异（P<0.05）； 

3、nMS 组中阿卡波糖及二甲双胍两个治疗组相比，上述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4、Logistic 回归分析示，MS 组，HbA1C 达标与基线 HbA1C 水平呈负相关、与 48 周体重下降

值、PBG 下降值呈正相关；nMS 组，HbA1C 达标与基线 PBG、HOMA-β、48 周 FBG 下降值呈负

相关，与 48 周腰围下降值、SBP 下降值、HOMA-IR 下降值、HOMA-β 升高值、胰岛素敏感指数

升高值呈正相关。 

结论  1、新诊断的 T2DM 合并 MS 占 69.5%，两药用于 MS 组的达标率优于 nMS 组。 

2、在 FBG、PBG 改善方面存在差异，阿卡波糖在降低餐后血糖、体重、TG 等方面有显著性优

势，二甲双胍在控制 FBG 方面有显著性优势；两药用于治疗单纯 T2DM 患者在 HbA1C 达标、

FBG、PBG、体重、血脂改善等方面均无差异。 

3、对于新诊断 T2DM 合并 MS 患者，基线 HbA1C 水平越低 HbA1C 越易达标，同时标准化降糖治

疗后，体重、2 较基线下降越多 HbA1C 更易达标。对于新诊断的单纯 T2DM 患者，基线 PBG 与

HMOA-β 越低 HbA1C 越易达标；标准化降糖治疗后，腰围、SBP、HOMA-IR 较基线下降越多

HbA1C 越易达标，H0MA-β、胰岛素敏感性较基线升高越多、FBG 较基线下降越少 HbA1C 更易达

标。 

 
 

PO-029 

肌肉因子 Irisin 与肌肉减少症及其相关代谢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郭丽君,汪艳芳,丁乐,孙世萌,柳杨青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中肌肉因子 Irisin 与肌肉减少症及其相关代谢参数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河南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 867 名 43~75 岁体检者，其中男

性 486 名，女性 381 名，征得体检者的知情同意后，记录受试者的一般情况，采用双能 X 线吸收

仪测量全身、四肢骨骼肌含量 (appendicular skeletal muscle mass，ASM)、脂肪含量 (fat mass，

FM) 等，计算出相对四肢骨骼肌指数 (rela- tive ASM，RASM)，通过测量握力方法评价肌力，采用

6 米步行测试评估受试者的躯体功能，采用欧洲老年肌少症工作组 (European Working Group on 

Sarcopenia in Older People， EWGSOP) 诊断标准综合诊断肌少症。 将受试者分为肌少症组和非

肌少症组；肌少症组根据严重程度分为肌少症前期、肌少症和严重肌少症 3 组。用 ELISA 检测受

试者血清中肌肉因子 Irisin 含量。统计对分析各肌少症组组间以及与非肌少症组之间肌肉因子 Iri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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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差异，同时对比不同性别肌少症组之间 Irisin 含量的差异的差异，并用线性相关分析方法统

计肌肉因子 Irisin 含量与受试者 ASM，FM，RASM，肌力、步速的相关性。并绘制受试者血清中

肌肉因子 Irisin 含量诊断肌少症程度的受试者工作曲线。 

结果  肌少症组血清中肌肉因子 Irisin 含量明显低于非肌少症组。 肌少症组内对比发现：肌少症前

期组肌肉因子 Irisin 含量最高，严重肌少症组的含量最低，且各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相关

分析表明 Irisin 含量与 ASM，FM，RASM 均成正相关；ROC 工作曲线显示血清中肌肉因子 Irisin

含量为 4.32μg/mL 是诊断最优截断值，时，其诊断肌少症的敏感度为 0.814，特异度为 0.810，尤

登指数为 0.642。 

结论  随着肌少症程度增加患者血中 Irisin 含量越低，临床上通过检测血中 Irisin 含量对辅助诊断肌

少症并判断肌少症程度有一定的帮助。 

 
 

PO-030 

代谢手术通过激活胃肠道的 TRPA1 改善高血压并维持血管稳态 

 
路宗师,韦晓,张和轩,高鹏,刘道燕,祝之明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证实代谢手术可以通过抑制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降低血压，但其作用机制仍不

十分明确。TRPA1 是胃肠粘膜瞬时受体通道的一种，可以被胃肠环境因子(压力，PH 等)激活。我

们主要研究肠道黏膜 TRPA1 在代谢手术的血压获益中的作用。 

方法  在 SHR 大鼠，TRPA1-/-及其同窝野生型小鼠上行 RYGB 转流术，以 DOCA-高盐作为造模手

段在小鼠上造高血压模型。观察术前及随后的血压，心率及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同时以

TRPA1 激动剂桂皮醛及其拮抗剂 HC-030031 干预后 SHR 大鼠及各组小鼠，观察血压及心率的改

变，并检测 TRPA1 在小鼠胃肠道中的分布及活性。检测激活或抑制肠道黏膜 TRPA1 后血中 GLP-

1 的变化，以 GLP-1 及 GLP-1 受体拮抗剂 exendin(9-39)皮下注射，观察 SHR 大鼠的动态血压变

化。 

结果  TRPA1 主要分布于血管外膜及肠道粘膜，参与血管功能的神经调节。RYGB 术可以显著上调

肠道黏膜 TRPA1 的蛋白表达及活性，并显著增加舒血管物质如 GLP-1 及 CGRP 的释放入血。相

应的，通过桂皮醛灌胃干预激活 TRPA1 可以显著降低 SHR 大鼠及野生型小鼠的血压及交感神经

系统活性，在 TRPA1-/-小鼠中未观察到该现象。重要的是，RYGB 术的抗高血压效应可以在 HC-

030031 灌胃阻断肠道黏膜 TRPA1 活性或者敲除 TRPA1 后被逆转。在给予 SHR 大鼠皮下注射

GLP-1 后，其动态血压显著下降，预先给予 GLP-1 受体拮抗剂 exendin(9-39)皮下注射，再给予

GLP-1 干预后，降压获益消失。在 TRPA1-/-小鼠中，GLP-1 也有一定程度的降压效果。 

结论  代谢手术所引起的肠道内环境改变可以激活肠道黏膜表面的的 TRPA1，促进 GLP-1 释放，

其结果是抑制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从而降低血压，改善靶器官损害。该研究为高血压的胃肠道干

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0 

 

PO-031 

不同青春发育阶段遗传和环境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对儿童青少年脂联素水平的影响：北京 BCAMS 研究 

 
吴云鹏 1,黎明 1,李戈 1,李玉 1,付俊玲 1,肖新华 1,高珊 2,米杰 3 

1.北京协和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区 

3.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学教研室 

 

目的  作为最重要的脂肪因子，脂联素缺乏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癌症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既

往研究表明脂联素水平受环境和遗传因素多维度影响。青春期作为儿童到成年人的过渡时期，脂肪

组织发育和代谢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各项因素对脂联素的影响在青春发育的不同阶段可能也不一

样，但目前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基于有代表性的北京学龄儿童大型队列，以提高脂联素水平为靶

点，探究青春发育、基因、环境因素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在不同青春发育阶段对脂联素水平的影

响，从而为制定个体化、有效的生活干预方案提供指导。 

方法   研究对象为 6-18 岁学龄儿童 3402 人，均来自北京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队列

（BCAMS），按照 Tanner 分期将分为青春发育前期（Tanner 1 期，1092 人），中期（Tanner 

2-3 期，1076 人）和后期（Tanner 4-5 期，1234 人）。选取饮食、运动等 14 种生活行为因素，

以及既往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中与脂联素相关性最高的 6 个基因位点；计算饮食评分和 2 种加权基因

评分（wGPSall和 wGPSno CDH13），在 3 个青春发育阶段分析各种因素对脂联素水平的影响。 

结果  在矫正年龄、性别时，饮食因素仅与脂联素在青春前期及晚期相关，走路上学在整个青春期

都与增加脂联素水平相关，而课外运动主要在青春中后期可增加脂联素。在矫正年龄、性别及 BMI

后 ADIPOQ-rs10937273, CDH13-rs4783244, PEPD-rs889140 , wGPSall 及 wGPSno CDH13与脂联

素浓度在整个青春期都相关；WDR11-FGFR2-rs3943077 仅在青春 T2-3 与脂联素浓度相关, 而 

ADIPOQ- rs6773957 仅在青春晚期与脂联素有关。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饮食和 wGPSall，以及运动

和 wGPSno CDH13 有交互作用，且饮食与基因交互作用在青春晚期更加明显。分析发现增加运动和

控制饮食在基因背景相对风险较高的儿童中效果更好；更高频次的运动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可以缩减

不同基因背景人群的脂联素水平的差异。 

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生活方式、基因及基因-环境相互作用与脂联素的关系随着青春发育阶段而变

化。控制饮食最有效的阶段是青春前期和后期，而在青春中后期运动将更加重要；走路上学在各青

春阶段都有效。生活方式改变对于有不良基因背景的儿童青少年而言影响更大。 

 
 

PO-032 

肥胖伴黑棘皮病患者 LSG 术后一年更易发生骨丢失 

-与胰岛素抵抗改善有关 

 
张悠扬 1,2,3,张织茵 1,2,高晶扬 1,2,梅芳芸 1,2,3,朱翠玲 1,2,3,孙思琪 1,2,尹颖 1,2,崔冉 1,2,曲伸 1,2,盛辉 1,2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十院中心） 

3.同济大学医学院 

 

目的  既往研究报道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术（LSG）术后对骨密度影响不一，究竟哪些人群术后容

易发生骨丢失目前尚不清楚。本课题的目的是研究肥胖伴黑棘皮病患者（AN 组）和单纯性肥胖患

者（OB 组）骨代谢差异和 LSG 后骨密度（BMD）以及骨代谢相关指标的变化。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本研究共纳入年龄 18-50 岁的肥胖患者共 158 人，根据黑棘皮病的皮肤表现分

为 AN 组 89 人，OB 组 69 人。其中 39 人行 LSG 且随访至术后一年，其中 AN 组 25 人，OB 组

13 人。收集或测定患者基线和术后一年各指标：用 DXA 测定骨盆、右髋、股骨颈、腰椎的面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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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aBMD）；同时测量骨钙素（OC）和 I 型胶原羧基末端肽（CTX）、血清 25-OHD、血钙、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iPTH）；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以及各生化指标。计算胰岛素曲线下面

积（AUCins)和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采用 SPSS23.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全部肥胖患者中，AN 组的 CTX 显著低于 OB 组，而 OC/CTX 高于 OB 组；AN 组较 OB 组

BMD（髋部、股骨颈、骨盆）更高。回归分析校正各混杂因素后，HOMA-IR、FINS 与髋部、骨盆

的 BMD 成正相关，另 HOMA-IR 与 CTX、OC 成负相关（p 值均＜0.05）。LSG 术后一年，AN 组

骨盆 BMD 较术前显著降低（-8.99%，p＜0.001），且变化较 OB 组显著，OB 组 BMD 无明显变

化。 两组 CTX 及 OC 较术前均明显增加，OB 组分别增加 60.99%和 63.91%，AN 组分别增加

112.22%和 84.27%，且 AN 组 CTX 增加较 OB 组显著（p=0.018）。术后一年，两组的 FINS 和

HOMA-IR 均明显降低，但 AN 组降低更为显著;两组的 25OHD、血钙、 iPTH 较术前均没有明显的

变化。回归分析表明△BMD 与△HOMA-IR 成正相关（r=0.479，p=0.009），,与△CTX（r=-

0.569，p=0.046）、△OC（r=-0.541，p=0.004）成负相关。 

结论  在肥胖患者中，胰岛素抵抗是维持骨密度的独立影响因素，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抑制骨转换有

关。相比单纯性肥胖患者，肥胖伴黑棘皮病的患者的骨密度更高，且 LSG 术后一年，更容易出现

骨丢失，可能与术后，胰岛素抵抗改善，骨转换增加有关，其潜在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PO-033 

2 型糖尿病患者心外膜脂肪组织厚度 

与微量白蛋白尿的相关性研究 

 
吴婉悦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 EAT 厚度与 MAU 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研究对象选自 2018 年 1 月至 3 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住院的 95 例 T2DM 患者（男 47 例，女 48 例），所有受试者均接受超声心动图测量 EAT 厚度，

并留取清晨随机尿测定尿微量白蛋白和尿肌酐，根据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UACR）水平分为

正常白蛋白尿（NAU）和微量白蛋白尿（MAU）组。并记录患者性别、糖尿病病程、年龄、收缩

压（SBP）、舒张压（DBP）、身高、体重、腰围（WC）、臀围、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脂蛋白（HDL-C）、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肌

酐（SCr）、血尿素氮（BUN）、血清胱抑素 C（CySC）、吸烟、饮酒等一般临床资料。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性采用 t 检验分析，不符合正态性采用秩和检验，结果以

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两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危险因素研究选择单因素有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ROC 比较 EAT 厚度预

测 MAU 的最佳切点，EAT 厚度和各腹型肥胖的评估指标（BMI、WC、WHR、WHtR）的相关性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MAU 组的 EAT 平均厚度均显著高于 NAU 组（分别为 7.23±1.08 和 5.42±0.95,P<0.01），

UACR 的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示，HbA1c、WC、EAT、SCr、CyCs 均是影响 MAU 的危

险因素, eGFR 是影响 MAU 的保护性因素（P＜0.05 或 P＜0.01）。在 UACR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中，在调整了其他混杂因素后，WC（P＜0.05）和 EAT（P＜0.01）是影响 MAU 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其中 EAT 的影响最为显著。用 ROC 分别分析在男性及女性人群中，EAT 厚度预测

MAU 的曲线下面积依次为 0.913、0.910，预测切点值分别为 6.8mm、5.4mm。 

结论  EAT 厚度是 T2DM 患者发生 MAU 的独立危险因素，EAT 厚度可能是预测 T2DM 人群 MAU

发生风险的灵敏指标，在 T2DM 患者男性及女性人群中，EAT 厚度预测 MAU 的切点值分别为

6.8mm、5.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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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 

积极乐观的态度有利于肥胖病人的体重控制 

 
王绍云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目的  近年来，肥胖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如此，体重控制仍然极富挑战性。生活压力增加了

额外的负担。积极乐观的态度从根本上促进健康、减轻压力，并且能够在 3 周内导致永久性的改

变。这是大脑的可塑性所决定的。其对肥胖治疗和体重控制的影响仍鲜为人知。在本研究中，我们

旨在鼓励肥胖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学着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及控制体重，以此来探讨其对肥

胖病人体重控制的影响。   

方法  共收入肥胖病人 120 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人，其年龄和体重都相互匹配。入

选标准：年龄 21-70 岁，BMI: 28-35kg/m2，伴或不伴其他合并症或并发症。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

书，并经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在实验前后分别测体重并进行实验室相关检查。积极乐观的态度培

养和锻炼包括：自信，感恩，适应，大方，仁爱，宽容，勇敢，同情，健康，社交，和价值观，共

3 个月。其他治疗保持不变。统计分析以 SAS 软件进行，对实验前后分别进行组间比较及组内对

比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对不同积极乐观态度的锻炼和培养进一步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在实验之前，两组的体重和实验室检查基本匹配。经过 3 个月的积极乐观态度锻炼和实践，

实验组体重有明显降低 (4508±502g，p<0.01 前 vs. 后), 而对照组无明显改变。3 个月后，实验组

的体重比对照组也明显低 (3507±401g，p<0.05 实验组 vs. 对照组) 。越是积极乐观的受试者，体

重控制越理想。亚组分析发现，感恩、适应亚组的体重减轻尤其明显（ 4989±488g ，

4958±469g）。 

结论  积极乐观的态度培养和锻炼明显有利于肥胖病人的体重控制，应予积极鼓励。积极乐观的态

度，使得我们分泌更多的“开心激素”，更少的应激激素。“开心激素”包括 5-羟色胺、多巴胺、催产

素等多有减肥作用，而应激激素尤其是皮质激素，增肥效果明显。而且，这些激素的变化，因为大

脑的可塑性和基因的改变，会产生长期的效果。也就是说，积极乐观态度的锻炼和实施，会从根本

上起到减肥效果。不仅如此，因为其是对生活方式和心理的调整，其减肥之效更容易保持。其体重

反弹会更加不明显。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怀着一颗感恩自信的心，幸福与你永相随。你笑对人生，

人生就笑对你。 

 
 

PO-035 

袖状胃切除术对女性肥胖伴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性激素水平 

及卵巢体积的影响 

 
高晶扬,张曼娜,朱翠玲,梅芳芸,王兴纯,李梁,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袖状胃切除术（LSG）对女性肥胖伴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性激素水平及卵巢

体积变化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至 2017 年 12 月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院接受 LSG 的 51 例体重指数

（BMI）30-45kg/m2的肥胖女性患者，其中 38 例为 PCOS 患者，PCOS 诊断按照鹿特丹标准。观

察并随访术前及 LSG 术后 3、6 月的人体测量学指标、性激素指标和超声检测的卵巢体积数据[双

侧平均卵巢体积（MOV）、较大卵巢体积（MaxOV）、左卵巢体积及右卵巢体积]，计算患者的

BMI、多余体重减少率（%EWL）和游离睾酮（cFT）。比较手术前后代谢指标及卵巢体积的变

化。 

结果  1）减重效果：与术前相比，PCOS 患者术后 3 月、6 月的体重、BMI、腰围及臀围均显著降

低（P＜0.05），术后 3 月的%EWL 达到 56.32%，术后 6 月的%EWL 达到 75.98%。2）术后性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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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变化：总睾酮（TT）和 cFT 在术后 3、6 月呈下降趋势,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呈上升趋

势，并且术后 6 月的 SHBG 和 cFT 与术前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术后卵巢体积变

化：术后 6 月，MOV、MaxOV、左卵巢体积和右卵巢体积均有缩小的趋势，但无显著的统计学差

异。与不伴 PCOS 的患者相比，术前伴 PCOS 患者的 MOV、MaxOV 以及左卵巢体积都显著较大

（P＜0.05）。术后 6 月，PCOS 患者与非 PCOS 患者的 MOV、MaxOV、左卵巢体积和右卵巢体

积均有所减小，但两组的 MOV、MaxOV、左卵巢体积和右卵巢体积的差异不再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女性肥胖伴 PCOS 患者术前存在性激素水平失衡，卵巢体积大于肥胖不伴 PCOS 患者。LSG

术后 6 月，肥胖伴 PCOS 患者性激素水平明显改善，TT 下降、cFT 显著下降且 SHBG 显著升高，

卵巢体积缩小并与肥胖不伴 PCOS 患者相比无显著差异。 

 
 

PO-036 

高血压患者腹型肥胖类型与室间隔肥厚的关系研究 于 

 
于浩,杨昕,陈若然,王蕊,徐爽,梁琳琅,杨崴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明确高血压患者腹部脂肪堆积与心脏重塑之间的关系。 

方法  2006 年 1 月－2008 年 12 月收治的高血压患者 380 例，男 198 例，女 182 例，年龄 21～83

岁，采用螺旋 CT 进行腹部脂肪扫描，测量腹部内脏脂肪面积(VA)及腹 

壁脂肪面积(SA)，同时测量血压、腰围(WC)、体重指数(BMI)、心脏室间隔厚度(IVST)。根据 VA

和 WC 测量结果，将 380 例患者分为真性腹型肥胖组(VFO，n=128)，假性腹型肥胖组(Pseudo-

VFO，n=83)，隐性腹型肥胖组(MVFO，n=68)及非肥胖组(Non-obesity，n=101)4 组。根据 IVST

将患者分为 IVST 正常组和 IVST 增厚组。根据腹部脂肪测量结果将患者分为 VA 正常组和 VA 堆积

组。分析不同组间 IVST、SA、VA、VA/SA、WC、BMI 的差异 

结果  IVST 增厚组 WC、VA、BMI、VA/SA 明显高于 IVST 正常组，而 SA 明显低于 IVST 正常组

(P<0.05)。VA 堆积组 IVST、WC、BMI、VA、VA/SA 明显 

高于 VA 正常组，而 SA 明显低于 VA 正常组(P<0.05)。真性腹型肥胖组 IVST、VA 明显高于假性

腹型肥胖组、隐性腹型肥 

胖组及非肥胖组(P<0.05)，而 VA/SA 比值低于隐性腹型肥胖组；隐性腹型肥胖组 IVST、VA 明显

高于假性腹型肥胖组、 

非肥胖组 (P<0.05)；假性腹型肥胖组 SA 高于真性腹型肥胖组、隐性腹型肥胖和非肥胖组

(P<0.05)，而其 IVST 与非肥胖 

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Logistic 相关分析显示，VA/SA、VA、WC 是导致 IVST 增厚的危险

因素。 

结论  隐性腹型肥胖与高血压患者室间隔肥厚明显相关。VA/SA 是室间隔肥厚的重要危险因素。 

 
 

PO-037 

中枢食欲调节研究新进展 

 
李萍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近几十年来，肥胖症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行，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肥

胖是在较长时间内，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的一种状态。肥胖与食欲密切相关，食欲调节具有复杂

而精细的调节机制。下丘脑是连接高级皮质中心与奖赏有关的边缘通路和脑干的一个重要区域，对

调节摄食和能量平衡的外周信号具有整合作用，在摄食调控中发挥着作用。近年来，食欲中枢的结

构和功能研究日趋明确，中枢在食欲调节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各种外周食欲因子对中枢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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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调节作用及新的中枢食欲凋节因子也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下丘脑基底部的一些神经核

被看作是调控能量平衡的关键部位，尤其是那些与食欲调节相关的神经区域更引起研究人员的广泛

关注。这些下丘脑区域包括弓状核(ARC)、腹内侧核(vMN)、背中核(DMN)、室旁核(PVN)、外侧下

丘脑(LH)、视交叉上核(scN)等。其中 ARC、LH 是食欲信号合成和释放的区域，PVN 是食欲信号

相互作用的区域，而 SCN、VMN、DMN 是调控食欲信号的区域。目前发现影响食物摄取的因素包

括生理因素(感觉刺激、胃肠信号、循环因子和化学信号)和非生理因素(环境等)等，而研究主要集

中在生理因素上。近年来神经多肽对食欲的调控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调节食欲的机制已成为研

究的热点。中枢神经系统调控摄食行为的因子大约有 20 多种，外周大约也有 20 多种，总体上看，

已发现的抗食欲因子比促摄食因子相对多一些。中枢神经系统释放的促食欲因子主要有 NPY、野

鼠相关肽(AgRP)、食欲肽 A、MCH、β-内啡肽、GABA、NE 等；抗食欲因子主要有 α-MSH(由

POMC 衍生而来)、可卡因、CART、CRH 等。外周促食欲信号只有饥饿素(ghrelin)；而外周抗食

欲信号主要有瘦素、胰岛素、胆囊收缩素(CCK)、肽 YY(PYY3-36)等。饥饿与饱感信号的慢性失衡

导致摄食与体质量的长期改变。本文主要对食欲调节的中枢机制进行全面阐述，并论述肥胖发生的

可能机制，为肥胖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PO-038 

IRX3 促进白色脂肪棕色化 其低频变异与肥胖风险相关 

 
芦鹏 1,2,邹耀宇 1,2,4,石娟 1,刘文 1,杨明兰 1,赵少倩 1,陈纳 1,陈茂培 1,孙英凯 1,高爱博 1,陈庆波 1,张志国 1,马勤耘 1,宁廷

鲁 1,2,应夏洋 5,金佳斌 5,邓侠兴 5,沈柏用 5,张翼飞 1,原博 6,Sophie Kauderer 3,刘思敏 3,洪洁 1,刘瑞欣 1,宁光 1,王卫庆
1,顾卫琼 1,王计秋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3.美国布朗大学 

4.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 

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 

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目的  IRX3（ iroquois homeobox 3）是在神经发育早期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转录因子，近来

研究表明 IRX3 可作为著名肥胖易感基因——FTO 基因变异的效应分子，调节肥胖发生。那么，

IRX3 是否与 FTO 一样能影响人类肥胖发生，机制如何？仍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揭示转录因

子 IRX3 如何在组织、细胞和分子水平调节白色脂肪棕色化过程，并筛选与肥胖发生相关的 IRX3

低频变异。 

方法  本研究在小鼠（冷冻、β3 肾上腺素类似物刺激）和人（嗜铬细胞瘤）的米色脂肪细胞

（beige cells）中检测了 IRX3 的表达，并在体外诱导的米色脂肪细胞模型中进行了进一步验证。

利用靶向 IRX3 的 shRNA 慢病毒在体外细胞模型中敲低 IRX3 表达检测原代脂肪前体细胞（小鼠和

人）的棕色化能力。在分子水平上，我们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和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技术检

测 IRX3 对产热关键基因 UCP1 的转录调控作用。我们进一步对 861 名年轻肥胖参与者和 916 名对

照参与者进行了遗传分析筛选与肥胖发生相关的 IRX3 低频变异。 

结果  研究结果发现 IRX3 的表达在棕色化过程中受到诱导并且与棕色化标志物的表达呈正相关关

系。在体外诱导的小鼠和人米色脂肪细胞模型中敲低 IRX3 能够显著抑制产热关键基因 UCP1 的表

达同时也会抑制解偶联氧气消耗速率。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和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实验均表明 IRX3

能够与 UCP1 基因的启动子直接结合并增强其转录活性，这进一步提示 IRX3 促进白色脂肪棕色

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筛选到 17 个低频错义/移码 IRX3 杂合突变，显著富集肥胖人群(P = 

0.038, OR = 2.27; 95% CI, 1.02–5.05)，并且证明 IRX3 功能失活突变降低对 UCP1 的转录激活作

用。 

结论  IRX3 可以直接参与产热关键基因 UCP1 的转录调控，促进白色脂肪棕色化。IRX3 低频变异

显著增加人类肥胖发生风险。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5 

 

PO-039 

健康教育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症患者健康指标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于轶楠,梁丽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症的患病率日趋增加且愈发低龄化，

成为全球流行性疾病。现代医学认为肥胖症(obesity)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以

体内脂肪细胞的体积和细胞数增加为主,从而导致体脂占体重的百分比异常增高并在某些局部过多

沉积脂肪为特点。已证实肥胖症是心脑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某些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症患者实施护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方法  整理收集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肥

胖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30 例/组。一组进行常规护理(对照组)，一组实施护理健康教育(观察组)，

对比两组体重指数(BMI)、腰围(WC)、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甘油三酯(TG)、空腹血糖

(FPG)、服糖后 2 小时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的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 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症患者干预 24 个月后的空腹血糖(6.28±0.56mmol/L)、服糖后 2

小时血糖 (9.05±0.25mmol/L)、体重指数 (24.16 ±1.57kg/㎡ )、腰围 (92.48±5.15cm)、收缩压

(123.50±2.35mmHg)、舒张压(87.65±5.18mmHg)、甘油三酯（1.85±0.90mmol/L）、糖化血红蛋

白（6.20±0.19%）均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症患者进行有效的临床护理及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其病情治疗效果，

大大减少国家用于卫生资源的资金，值得加强临床推广与实践。 

 
 

PO-040 

单纯性肥胖儿童糖脂代谢与炎症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欧阳倩,陈瑞敏,艾转转,蔡春艳,袁欣,林祥泉,张莹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单纯性肥胖儿童和正常体重儿童糖脂代谢指标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的差异及其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就诊于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的 5~15 岁单纯性肥胖儿童，以

及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体重儿童作为对照。测量身高、体重、腰围及臀围，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检测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甘油三脂（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HD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空腹血糖（FBG）及胰岛素（INS），口服

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测 2 小时血糖，计算腰臀比（WHR）、身体质量指数（BMI）、身体质量指数 Z

评分（BMI Z 值）、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检测血清白介素 6（IL-6）、肿瘤坏

死因子 α（TNFα）及脂多糖结合蛋白（LBP）水平。所有肥胖组儿童行腹部彩超检查有无脂肪

肝。 

结果  1. 本研究共纳入单纯性肥胖儿童 35 例（男 18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 9.86±1.86 岁），对

照组 24 例（男 11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 9.08±2.07 岁），两组性别及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 肥胖组儿童脂代谢异常检出率为 20%（7/35），糖代谢异常检出率 14.3%（5/35），转氨酶升

高检出率为 5.7%（2/35），超声检查提示脂肪肝的占比为 33.3%（11/33）；对照组儿童脂代谢异

常检出率为 8.3%（2/24），糖代谢异常、肝功异常未检出。 

3. 肥胖组儿童血清 ALT、TG、LDL、INS、HOMA-IR、IL-6、TNFα 及 LBP 水平明显升高，HDL

水平明显降低（p<0.05）；两组 TC、AST 和 FBG 无明显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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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MI 和 BMI Z 值与 TG、INS 及 HOMA-IR 呈正相关，与 HDL 呈负相关（p<0.05），BMI 还与

LDL 呈正相关（p<0.05）；WHR 与糖脂代谢指标均无相关性（p>0.05）。 

5. 炎症因子 IL-6 与 WHR 呈正相关，与 HDL 呈负相关（p<0.05）。TNFα 与 WHR、BMI、BMI Z

值、TG、FBG 和 HOMA-IR 呈正相关，与 HDL 呈负相关（p<0.05）。LBP 与 WHR、BMI、BMI 

Z 值、INS 和 HOMA-IR 呈正相关（p<0.05）。 

结论  单纯性肥胖儿童处于慢性炎症状态，易合并代谢异常，炎症因子 TNFα 和 LBP 随 BMI 的增加

而升高；其中 TNFα 和 LBP 可能参与胰岛素抵抗，IL-6 可能参与脂代谢。 

 
 

PO-041 

BMI 与冠脉搭桥术后严重冠心病患者预后相关性研究 

 
冯新星,安雅莉,巩秋红,田春燕,李光伟,郑哲,惠汝太,陈燕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目的  伴随着肥胖和超重流行，与体重相关的健康问题已经被日益关注，也是全球所面临的重要健

康问题。 肥胖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严重冠心病患者主要以冠脉三支病变为代表，其病变复

杂而且死亡率高。冠脉搭桥是冠脉三支病变的重要治疗手段。肥胖和超重是否能增加冠脉三支病变

患者的死亡风险尚未有明确的结论。不同的 BMI(体重指数)对严重冠心病患者行冠脉搭桥术后的预

后有何影响目前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探讨。 

方法  本研究入选了 2004-2011 年在阜外医院住院的行冠脉搭桥治疗的严重冠心病患者 2681 例，

均为冠脉三支病变。收集住院期间的基线资料，中位随访随访时间为 7.1 年。将入组的患者依据不

同的 BMI 分 为体重过轻组 (<18.5 kg/m2 )、正常体重组(18.5-23.9 kg/m2)、超重组(24-27.9 

kg/m2)、轻度肥胖组 (28-31.9 kg/m2) 重度肥胖组 ( ≥ 32kg/ m2 )。比较不同的 BMI 组别全因死亡

及心血管死亡风险的差别。 

结果  体重过轻组相对于体重正常组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增加 (HR:2.53; 1.09-5.88)。 相对于正常体

重组,超重和轻度肥胖组全因死亡风险有减少的趋势 (HR: 0.80; 0.61-1.09)、(HR:0.85; 0.58-1.23)，

重度肥胖组全因死亡风险有增加的趋势 (HR:1.66; 0.87-3.15),但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对于体重正常

组,超重组的心血管死亡风险显著降低(HR:0.57; 0.36- 0.92)，轻度肥胖组心血管死亡风险有减少趋

势但无统计学意义(HR:0.84;0.46-1.53)，重度肥胖组心血管死亡风险有增加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

(HR:2.17; 0.82-5.73)。 

结论  在行冠脉搭桥术后的严重冠心病患者中，BMI 与全因死亡风险呈现 U 型曲线。相对于正常体

重患者,体重过轻患者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增加，超重患者的心血管死亡风险显著减少。 

 
 

PO-042 

GNAS-AS1 基因 Exon 5E 杂合缺失突变致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Ib 型继发低钾低镁血症一例 

 
许婧,徐淑静,叶萌,时立新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疾病。通过分析我院 1 例假

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Ib 型继发低钾低镁血症，加强临床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患者进行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影像学检查、基因筛查明确诊断。 

结果  患者男性，27 岁，因反复手足搐搦 10 年，加重 1 年入院。表现为掌指、腕、肘关节屈曲、

双足伸展，伴四肢肌肉疼痛、呼吸困难，1 小时后自行好转，发作时无意识障碍、大小便失禁等不

适。否认慢性腹泻、呕吐病史、利尿剂等药物使用史、颈部手术及放疗史。未婚未育。查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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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110/70mmHg，身高:154cm，体重:50kg，BMI 21.1kg/m2。身材矮小，圆脸，短颈。甲状腺不

大，束臂加压试验阳性，余无特殊。PTH 高（303.00pg/ml），维生素 D 低（13.50ng/ml）；血：

K 低 （ 2.98mmol/L ） ， Ca 低 （ 1.380mmol/L ） ， P 高 （ 1.640mmol/L ） ， Mg 低

（0.650mmol/L），HCO3- 高（31.19mmol/L）；24 小时尿：钾低（20.28mmol/24h），钙低

（ 0.26mmol/24h ） ， 镁 低 （ 2.81mmol/24h ） ， 磷 低 （ 9.42mmol/24h ） 。 性 腺 ： LH 高

（10.05IU/L），E2 高（70.44pmol/L）、FSH、PRL、PRGE、TSTO 正常。肾上腺、甲功、

TRAb、TPOAb、TGAb、肝肾功、ANA、ENA 未见异常。腹部 B 超：左肾小结石。颅脑 MRI：双

侧基底节区异常信号，少量钙化。利用芯片捕获高通量测序方法进行致病基因筛查，在 GNAS-

AS1 基因编码区检测出 Exon 5E 杂合缺失突变，往已有报道与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发病相

关。为进一步明确低钾低镁血症原因行立位醛固酮肾素检查未见异常，Gitelman 综合征致病基因

（SLC12A3）筛查阴性。故诊断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Ib 型继发低钾低镁血症。予碳酸钙 D3 

600mg po bid，逐渐加量至 600mg po tid，骨化三醇 0.25ug po bid，氯化钾缓释片 1g po tid。治

疗 9 天后患者血 K、P、HCO3-恢复正常，Ca、Mg 接近正常低限。 

结论  1）低血钙、高血磷、PTH 抵抗需高度怀疑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确诊分型需基因筛

查。2）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患者可合并低钾低镁血症。 

 
 

PO-043 

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在原发性甲状旁腺腺瘤治疗中的应用 

 
田永峰,郑宏庭,肖瑾秋,杨静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探索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治疗原发性甲状旁腺腺瘤的临床方案与疗效。 

方法  对 2 例原发性甲状旁腺腺瘤患者进行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观察患者消融区超声影像的

变化，对比术前、术后患者临床表现及甲状旁腺激素和血钙水平的改善情况，评估治疗的安全性与

有效性。 

结果  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 2 例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者行超声引导下

经皮微波消融治疗，随访 1 年。2 例患者均消融成功，超声造影示消融区无明显造剂灌注，提示瘤

体已丧失血供。２例患者围手术期未出现颈部皮下及针道出血，未出现声音嘶哑、吞咽困难、饮水

呛咳、呼吸困难等表现，术后观察无甲状旁腺功能减退表现。其中 1 例重症患者术后第２天皮肤瘙

痒、骨痛、呕吐等症状明显改善。术前、术后及 1 年随访时生化指标变化情况：病例 1：

Ca(3.1VS1.36VS1.79),P(0.67VS0.47VS1.22),PTH(>3000VS90.2vs347) ； 病 例 2 ：

Ca(2.53VS2.21VS2.24),P(0.6VS0.9VS0.88),PTH(777.1VS31.8vs130.4)。消融区质地消融厚明显

变硬，此后逐渐变软，体积逐渐缩小。消融后血清 PTH 快速降低，随访过程中有反跳现象。 

结论  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治疗甲状旁腺良性结节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外科治疗手段微创化的

最新体现，治疗过程精细、准确，安全省时，病灶灭活彻底，坏死物吸收良好，可迅速降低

PTH，具有急救价值。术后随访发现 PTH 有反跳现象，需长期随访观察。 

 
 

PO-044 

以血管活性肠肽瘤为首发表现的 1 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栗夏连,郭小青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以 VIP 瘤为首发表现的 MEN1 患者的诊治及随访过程 

方法  患者 49 岁女性，因呕吐、腹泻 7 天入院，7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

非喷射性，腹泻，约 1~2 小时一次，每次量约 500-1000ml，呈黄色水样便，含少量食物残渣，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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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晕及尿量减少，每日尿量约 500ml。体格检查：血压 105/62mmHg,心率 86 次/分，慢性病容，

脱水貌，舌体干燥，皮肤弹性差.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血电解质提示低钾及高钙血症，高 PTH：

钾  2.58mmol/L（3.5-5.5）、钙  3.2mmol/L（2-2.7）、甲状旁腺素（PTH）593.0pg/ml（15-

65）；甲状腺功能： FT3 3.46pmol/L （ 3.2-6.74）、 FT4  8.76pmol/L（ 7.9-18.4）、 TSH 

0.25uIU/ml（0.34-5.6），血 ACTH-COR 节律、性激素六项、生长激素均正常。彩超：甲状腺左

侧叶上极实性低回声（考虑甲状旁腺来源，腺瘤？），胰头旁实性低回声。腹部 CT：1.胰头增大

并软组织影，神经内分泌肿瘤？，甲状旁腺显像（SPETCT）：甲状腺左叶 MIBI 双时相显像阳

性，垂体磁共振：1.鞍区站位性病变，2.左侧上颌窦囊肿。奥曲肽显像:胰头软组织肿块 99mTC-奥

曲肽显像阳性，甲状腺左侧叶结节。 

结果  诊断：MEN1(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胰腺 VIP 瘤)，失液性休克。抽取患者及其子外周血，提

取染色体 DNA，行 MEN1 基因测序分析，发现患者 MEN1 基因 2 号和 5 号外显子上各检测到一

个杂合错义变异：NM_130799:exon2:c. A1G:p.M1V、NM_130799:exon5:c. C799T:p.L267F，其

子携带第一个突变，应用生物学软件对突变进行有害性预测为可能有害。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病

理诊断：（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G1，术后腹泻症状消失，多次复查血钾均正常。于 2017-05-

27 切除左侧上极、右侧上极、左侧下极甲状旁腺，术后 3 天复查 PTH 17.95pg/ml，血钙

2.14mmol/L，病理诊断：甲状旁腺腺瘤 

结论  以 VIP 瘤为首发表现的 MEN1 极为罕见，约占 MEN1 的 5%，MEN1 的发病机制除了

Knudson 的二次打击学说外，Luzi E 等又在甲状旁腺组织证明了 MEN1 的发生受微小 RNA24-

1(miR-24-1)和 menin 蛋白的负反馈作用的控制，手术切除累及腺体为主要治疗方案 

 
 

PO-045 

一个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1b 型家系报道 

及致病基因研究进展汇总 

 
罗丹丹 1,2,于春晓 1,张梅洁 1,2,郑冬梅 1,冯丽 1,管庆波 1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 

 

目的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1b 型（PHP-1b）是 PHP 中一种较为罕见的类型，家族性 PHP-1b

发病机制常为大片段 STX16 或 GNAS 基因异常导致的 GNAS 基因表观遗传学改变。本研究从一个

家族性发病 PHP 病例基因检测入手，并分析国内外报道的家族性 PHP-1b 病例，总结了家族性

PHP-1b 基因变异类型。 

方法  从先证者及其直系亲属外周血中提取 DNA，采用甲基化特异的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S-

MLPA）检测待检样本 STX16/GNAS-AS1/GNAS 等区域基因拷贝数变化及甲基化状态有无异常。 

结果  先证者，男，16 岁，根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诊断为 PHP 2 年，其母亲诊断为 PHP 28

年，其余家属未发现临床及实验室异常。基因检测结果为：先证者及其母亲携带 GNAS 基因外显

子 1A 甲基化缺失和 STX16 基因外显子 4-6 区域杂合缺失，先证者外祖母携带 STX16 基因外显子

4-6 区域杂合缺失，无 1A 甲基化缺失。未发现先证者大姨及先证者外祖母的胞弟胞妹 STX16 和

GNAS 基因异常。本家系中先证者及其母亲诊断为显性遗传 PHP-Ib（AD-PHP Ib）,先证者外祖母

为大片段缺失的 STX16 基因携带者，外祖母携带的异常 STX16 基因可能继承于其父亲，或是新发

的父源等位 STX16 基因大片段缺失。 

结论  本研究中，通过基因检测发现由 STX16 基因外显子 4-6 区域 3.0kb 杂合缺失导致本家族中两

名成员发病，此种基因变异方式也是导致 AD-PHP Ib 最常见的基因异常类型，既往研究发现

STX16 基因的 4.4kb/24.6kb 片段缺失也可致病，STX16 基因缺失导致的 GNAS 基因表观遗传学改

变均为母源等位基因 1A 的甲基化缺失；涉及 GNAS 基因 NESP55 和 AS 大片段缺失也是 AD-PHP 

Ib 基因变异类型之一；此外 GNAS 基因部分或完全重复，或 GNAS 基因反转均可导致 GNAS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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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甲基化异常，使 PHP 呈家族性发病。除 STX16 基因 3.0kb 大片段缺失外，其余几种基因变异类

型均罕见，仅在个别家系中有报道。 

 
 

PO-046 

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通过促进 p75NTR 信号通路引起仔鼠空间学习记忆障碍 

 
张帆,陈健,林心悦,彭诗乔,于晓会,单忠艳,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胎儿大脑发育过程中，甲状腺激素起关键作用，而当甲状腺激素缺乏症发生在妊娠期母体

时，胎儿大脑会发生明显的脑损伤，而且这种损伤在未来无法逆转，从而导致其后代学习和记忆能

力的损伤。本课题组之前的研究发现，当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CH）发生于妊娠期母体时，

其后代的神经发育明显受限。但目前还没有报道能阐述其神经变化的潜在机制。本研究旨在探讨母

亲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对幼鼠空间学习记忆的影响及其与大脑皮层凋亡相关指标的关系。 

方法  190-210 g Wistar 雌鼠分成三组，完全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组（OH group，n=15），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组（SCH group，n=15），正常对照组（CON group，n=15），对 SCH 和 OH 组

行甲状腺切除术，对 CON 组行甲状腺切除假手术，术后饲养一个月后，SCH 组每天于颈背部皮下

注射 L-T4，建立亚甲减模型，OH 组和 CON 组每天于颈背部皮下注射生理盐水，建立甲减组与正

常对照组。注射药物 9 天后，所有母鼠与正常雄鼠合笼（雄：雌=1:2）。对 P40 仔鼠进行 Morris 

water maze (MWM) 和 LTP (Long-term potentiation) 实验测定仔鼠学习记忆能力，对 P7 仔鼠用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测定仔鼠大脑皮层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水迷宫结果显示 OH 组仔鼠表现出最长的逃避潜伏期，SCH 组的逃避潜伏期明显大于正常

组。LTP 结果显示，在高频刺激之后，OH 和 SCH 组 f-EPSP（兴奋性突触后电位）增加的百分比

不及 CON 组。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与 CON 组相比，OH 和 SCH 组的仔鼠大脑皮层中，促

凋亡蛋白 Bax 和 p53 的表达明显增加（p<0.05），此外，OH 和 SCH 组中，p-JNK 和 p75NTR表达

水平显著升高（p<0.05）。 

结论  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可损害后代的空间学习和记忆，并可能与 p75NTR信号通路表

达增加引起大脑皮层细胞凋亡增加有关。 

 
 

PO-047 

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与直径≥2cm 

甲状腺乳头状癌临床病理特点的比较研究 

 
王旖君,倪美琪,史晓光,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加深对肿瘤危险因素的认识与探索，帮助优化临床决策。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期间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

实的 PTC 患者共 1405 例，其中 PTMC1002 例，直径≥2cmPTC403 例，分析 PTMC 和直径

≥2cmPTC 之间临床、病理、预后特点的差异，并各自分析伴颈部淋巴结转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

素。 

结果  1、PTMC 组和直径≥2cmPTC 组在性别（P=0.028）、年龄（P=0.002）、血清 TSH 水平

（P=0.002）、双叶（P=0.000）、多灶性（P=0.000）、伴颈部淋巴结转移（P=0.000）、BMI

（ P=0.039 ）这些临床病理特点方面差异显著，在术后死亡（ P=0.002 ）、术后复发

（P=0.000）、术后 I-131 治疗（P=0.000）这些随访信息方面差异显著；2、男性（P=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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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减小（P=0.000）、肿瘤直径增大（P=0.000）、双叶（P=0.000）、多灶性（P=0.000）是

PTMC 伴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后年龄<45 岁（OR=7.585,95%CI 2.901-

19.830,P=0.000）、肿瘤直径增大（每增加 1mm OR=1.286,95%CI 1.061-1.558,P=0.010）为

PTMC 伴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3、年龄<45 岁是直径≥2cmPTC 伴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独

立危险因素（OR=2.187,95%CI 1.135-4.213,P=0.019）；4、伴颈部淋巴结转移是 PTMC 术后复

发的危险因素（P=0.000），但并非独立危险因素（P=0.299）；5、年龄增长（P=0.009）、肿瘤

直径增大（P=0.006）是直径≥2cmPTC 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后仅年龄增长为直径

≥2cmPTC 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每增加 1 岁 OR=1.067,95%CI 1.017-1.120,P=0.008）。 

结论  1、直径≥2cmPTC 组男性比例更高，年龄更小，血清 TSH 水平更高，伴颈部淋巴结转移的

比例更高，死亡率、术后复发率更高，术后 I-131 治疗率更高；PTMC 组双叶、多灶比例更高，

BMI 更高；2、年龄<45 岁、肿瘤直径增大为 PTMC 伴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3、年龄

<45 岁是直径≥2cmPTC 伴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4、年龄增长为直径≥2cmPTC 术后复

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PO-048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患者血清外泌体成份及功能研究 

 
崔雪娇,李玉姝,刘咏萍,王硕,赵娜,单忠艳,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HT）患者血清中的外泌体含量，明确其中热休克蛋白 60

（HSP60）、高速泳动族蛋白 1（HMGB1）的蛋白水平与健康人血清外泌体的差异。探讨 HT 患

者血清来源的外泌体对健康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 CD11c+树突状细胞和 CD4+T 细胞

的刺激作用。 

方法  分别选取 HT 患者和健康对照各 25 例，提取血清中的外泌体。透射电镜观察外泌体的形态，

Nanosight 测量外泌体的直径，Western Blot 证实外泌体高表达其标记物 CD63，通过以上实验证

明提出的物质为外泌体。利用蛋白定量试剂盒测定两组血清外泌体的总蛋白量，Western Blot 检测

外泌体标记物 CD63、HMGB1、HSP60 的表达。将两组提取的外泌体分别与健康受试者 PBMC 共

培养，免疫荧光染色流式分析 CD11c+树突状细胞 TLR2、TLR3 及 TLR4 的表达情况，ELISA 检

测培养上清中炎症因子 IL-6 的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分析 CD4+IFN-γ+细胞、

CD4+IL4+细胞、CD4+IL-17A+细胞、CD4+CD25+Foxp3+细胞的表达，ELISA 检测培养上清 IFN-

γ、IL-4、IL-17A、IL-10 的表达水平。  

结果  外泌体呈典型的“杯托”样结构，边界清晰，内容物与膜的折光性存在差异；外泌体的直径分

布较为均一，呈现单峰，峰值为 95nm；健康人和 HT 患者血清中的外泌体均高表达其标记物

CD63。健康人和 HT 患者血清外泌体的总蛋白量无统计学差异。与健康人相比，HT 患者血清中的

外泌体高表达 HSP60，而 HMGB1 的表达在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与健康人相比，HT 患者的血

清外泌体可刺激 CD11c+树突状细胞高表达 TLR2 及 TLR3，IL-6 的分泌在 HT 组有升高的趋势，

但在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HT 患者的血清外泌体可刺激 CD4+IFN-γ+细胞、CD4+IL-17A+细

胞、CD4+CD25+Foxp3+细胞的表达，刺激 IFN-γ 和 IL-10 的分泌，在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HT 患者血清中的外泌体高表达 HSP60，可活化 CD11c+树突状细胞和 CD4+T 细胞，从而参

与自身免疫甲状腺炎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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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9 

乌鲁木齐某社区维吾尔族、汉族人群甲状腺结节 

和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王新玲,艾合买提江·吐乎提,伊合巴兰·阿不都热合曼,郭艳英,邢淑清,辛亮,赵红丽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乌鲁木齐市某社区维吾尔族（维族）、汉族人群甲状腺结节与肥胖的关系。 

方法  对乌鲁木齐市某社区 2 080 例社区居民进行甲状腺疾病流行病学调查，选取资料完整的 2 

068 例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人体指标测量和甲状腺超声检测。 

结果  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27.6%，维（27.4%）、汉（27.8%）两民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2=0.027，P=0.869）；肥胖的检出率为 30.0%，维族中的检出率（38.9%）明显高于汉族

（2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77.818，P<0.001）；腹型肥胖的检出率为 66.6%，维族中的

检出率（70.2%）明显高于汉族（6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12.224，P=0.000）。肥胖者

与腹型肥胖者中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均明显高于非肥胖者与非腹型肥胖者（均有 P<0.001）。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总人群中高龄、女性、超重及肥胖是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在男

性及女性中分别显示，高龄、腹型肥胖是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乌鲁木齐该社区维、汉人群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均偏高，尤其在超重、肥胖、高龄及女性人群

中显著。该社区维、汉民族人群中，甲状腺结节与肥胖有关。 

 
 

PO-050 

自噬通过调节细胞凋亡影响 Graves 病的发生 

 
李凌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自噬（autophagy）意为自体吞噬，是溶酶体对细胞内的部分细胞质、细胞器等进行的一系

列降解过程的统称。主要降解的物质有蛋白聚集体、长寿命蛋白以及细胞中受损的细胞器。近年研

究认为，自噬不仅仅是对多种病理生理过程（例如炎症、肿瘤、心血管疾病等）的适应性反应，还

可能是诱发自身免疫的原因。在本研究中我们初步探讨了 Graves 病患者中的自噬现象，及自噬参

与疾病发生的可能机制。 

方法  我们提取 Graves 病患者及健康对照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通过磁珠分选 CD4+

及 CD8+T 淋巴细胞；通过免疫荧光法观测各组细胞中自噬小体的分布，且用流式细胞术定量自噬

及凋亡的荧光强度，western blot 法检测 LC3B、caspase-3 水平，通过 RT-PCR 检测自噬相关基

因（ATGs）的表达；进一步用雷帕霉素（自噬激活剂）及氯喹（自噬抑制剂）培养 PBMC 细胞，

并用流式细胞术及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自噬及凋亡水平。 

结果  疾病组与对照组中，PBMC、CD4+T 细胞、CD8+T 细胞均可观测到明确的自噬现象；与对

照组相比，疾病组的自噬荧光强度有所降低（PBMC: p<0.05, CD4+T 细胞: p<0.05），LC3B-II 水

平有所降低，而疾病组的凋亡细胞比例明显升高（PBMC: p<0.05, CD4+T 细胞: p<0.05, CD8+T 细

胞: p<0.05），caspase-3 水平升高；但通过对自噬相关基因表达的检测发现：病例组 ATG5、

ATG16 的表达较对照组有明显上升（p<0.05），且发现病例组自噬负向调节信号 mTOR 的表达也

明显上升（p<0.05）。用雷帕霉素或氯喹培养 PBMC 后，我们发现雷帕霉素（mTOR 抑制剂）可

使细胞凋亡程度降低，而氯喹则可使细胞凋亡程度加剧。 

结论  Graves 病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的自噬程度减弱，并伴随凋亡程度的增加，且促进自噬可改善

细胞凋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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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 

基于芯片的 Graves’病的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邵小青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Graves’病是一种以 TRAb 为特征的常见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其分子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

明，本研究旨在揭示这些关键基因共表达模块和功能通路参与 GD 的发病机制。 

方法  我们应用全基因组基因芯片研究了 4 个 GD 患者和 3 个正常甲状腺组织的差异性基因表达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在此基础上使用 GEO 数据库的 GSE9340 数据集进

行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WGCNA）。GO

富集分析和 KEGG 分析被用来探究这些共表达模块可能存在的功能通路。 

结果  基因芯片筛选出了与 GD 有关的 2667 个 DEGs。WGCNA 分析揭示了与 GD 有关的 16 种不

同的基因共表达模块。Red（红色）模块是最重要的模块，共包含 390 个基因。Red 模块与 GD 患

者甲状腺组织中巨噬细胞，T 滤泡辅助细胞和 CD4+T 细胞的百分比显著相关。功能富集分析发

现，Red 模块主要富集免疫调节和免疫反应。KEGG 分析还表明 Red 模块中的基因也富集免疫调

节和免疫应答的几种途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分析

定义了 Red 模块中的一些 Hub 基因，包括 ICAM1，ITGAM，TYROBP，PTPRC，CD44，LCK，

CCL5，CD2，ITGB2 和 CSF1R，其中一些已被证实参与 GD 的发病。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参与 GD 的几种关键基因共表达模块和生物学功能通路，为 GD 的发病机制提

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与 GD 相关的主要共表达模块富集于免疫调节和免疫应答有关的功能通路。 

 
 

PO-052 

妊娠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变化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夏伟,张春艳,李蓬秋,包明晶,张学军,杨艳,杨毅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妊娠桥本甲状腺炎（HT）患者 25 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7 月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收治的符合研究标准的患 HT 的妊

娠妇女 102 例作为 HT 组。考虑到日照因素的影响，依据 HT 组入组月份匹配未患 HT 的妊娠妇女

80 例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的一般资料如年龄、孕周、孕产次、甲状腺疾病史和家族史，检测血

清 25(OH)D、总甲状腺素（TT4）、总三碘甲腺原氨酸（TT3）、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

碘甲腺原氨酸（FT3）、促甲状腺激素（TSH）和甲状腺过氧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

抗体（TgAb）。25（OH）D≤20 μg/L 为维生素 D 缺乏，20 μg／L＜25（OH）D≤30 μg／L 为维

生素 D 不足，25（OH）D＞30 μg/L 为维生素 D 足量。分析妊娠 HT 患者 25(OH)D 水平与甲状腺

相关指标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HT 组 25（OH）D（15.2±5.1μg/L vs.17.2±5.3μg/L）、TT4、TT3、FT4、

FT3 水平明显降低（P＜0.05），而 TSH 明显升高（P＜0.05）。2.HT 组和对照组均存在普遍的维

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维生素 D 充足率在对照组中相对较高(对照组为 3.8%，HT 组为 2%），而维

生素 D 缺乏率在 HT 组中相对较高(对照组为 72.5%，HT 组为 83.3%），但两组间比较均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P＞0.05）。3.Spearman 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妊娠 HT 患者 25（OH）D 与 FT4 呈正

相关（rs=0.24，P＜0.05），与 TSH、TPOAb 呈负相关（rs 值分别为-0.21、-0.27，P＜0.05），

与年龄、孕周、TT4、TT3、FT3、TgAb 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r 值分别为 0.14、0.18、0.08、

0.12、0.19、0.05，P＞0.05)。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T4、TPOAb 是妊娠 HT 患者 25

（OH）D 的独立影响因素（R2=0.16，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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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妊娠 HT 患者 25(OH)D 水平明显较低，且与 FT4、TSH、TPOAb 密切相关，提示维生素 D

的降低可能参与了妊娠妇女 HT 的发生以及甲状腺功能的变化。 

 
 

PO-053 

多溴二苯醚宫内暴露对后代鼠甲状腺功能及糖代谢的影响 

 
杨雅莉,赵学敏,李静,项阳,宋诗平,王红,单忠艳,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内分泌研究所 

 

目的  利用 SD 大鼠暴露于多溴二苯醚(PBDEs)观察该毒物宫内暴露对后代仔鼠甲状腺功能及其形

态以及糖代谢的影响。 

方法  30 只 4 周龄 SPF 级雌性 SD 大鼠，适应性喂养 1 周后，随机分为 3 组:高剂量组

(1000mg/kg/d)、低剂量组(100mg/kg/d)和对照组(0mg/kg/d)，并给予前述不同剂量的十溴二苯醚

(DBDE)口服暴露至 8 周龄时，与未受暴露的成年 SD 雄鼠合笼，确认妊娠后雌鼠继续暴露至 F1 代

出生当天，结束暴露。此后后代仔鼠均不直接暴露于 DBDE，每组随机选取 6 只 F1 代雌鼠于 8 周

龄时与未受暴露的雄鼠合笼以繁殖 F2 代。上述 3 组鼠的 F1 和 F2 代后代仔鼠中各组随机选取 10

只，于出生后第 40 天被麻醉处死。试纸法检测仔鼠空腹血糖；ELISA 法测血清胰岛素、游离甲状

腺素(FT4)、总甲状腺素(TT4)、促甲状腺素(TSH)、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转甲状腺素蛋白

(TTR)水平；利用 HE 染色和 MASSON 三色染色观察甲状腺形态变化；利用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甲

状腺淋巴细胞浸润情况。 

结果  1. F1 代监测结果显示：高、低剂量组仔鼠体重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与对照组相比，

高剂量组的甲状腺滤泡平均直径明显缩小(P﹤0.05)，而其胶原纤维面积明显增大(P﹤0.05)，但低

剂量组无上述显著变化；免疫荧光染色显示高剂量组三分之一仔鼠(2:6)甲状腺间质中有少量 T/B 淋

巴细胞浸润，而低剂量和对照组均无此变化，但甲状腺炎症评分结果在 3 组间没有差异；高、低剂

量组仔鼠血清 TgAb 与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与对照组相比，高剂量组的血清 FT4 浓度显著降低(P

﹤0.01)，TT4 水平明显降低(P﹤0.05)，TSH 无显著变化，TTR 水平显著降低(P﹤0.01)，而低剂

量组无上述变化；高剂量组仔鼠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1)，而低剂量

组无上述变化。2. F2 代监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高、低剂量组仔鼠在体重、甲状腺滤泡直

径及其胶原纤维面积、血清 TgAb/FT4/TT4/TSH/TTR 浓度以及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方面无明显

变化。 

结论  孕期受到 PBDEs 暴露的母鼠其子一代仔鼠的甲状腺功能和形态以及糖代谢均会受到影响，

可表现出低 T4 血症及胰岛素抵抗，而 F2 代仔鼠不受上述影响。目前结果提示需要关注妊娠期母

体 PBDEs 暴露对甲状腺和糖代谢的不利影响，但此影响不会产生隔代遗传。 

 
 

PO-054 

辣椒素抑制甲状腺滤泡癌 FTC-133 细胞迁移 

 
包建东,徐石宸,程献,张莉,俞惠新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目的  辣椒素（Capsaicin）是红辣椒中的一种活性生物碱，是辣椒辛辣味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多

项研究证实了辣椒素的抗肿瘤活性。然而其抗肿瘤转移的活性仍然存在争议，并且其对甲状腺滤泡

癌细胞迁移、侵袭的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究辣椒素对甲状腺滤泡癌细胞 FTC-133 转移的

影响，并探讨其潜在作用机制。 

方法  MTT 方法检测辣椒素对甲状腺滤泡癌细胞 FTC-133 活性的影响；细胞体外划痕实验、

Transwell 体外迁移、侵袭实验探究辣椒素对 FTC-133 细胞迁移和侵袭的抑制；细胞黏附实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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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素对 FTC-133 在细胞外基质上黏附的抑制；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检测辣椒素对

FTC-133 细胞中 EMT 转录因子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辣椒素对 CaMKII 磷酸化的抑制作用。 

结果  本研究使用 25、50、100 μM 辣椒素处理 FTC-133 细胞。MTT 实验发现，辣椒素 25, 50 μM

作用 24 h 或者 48 h 后并不影响 FTC-133 细胞的活性，只有当 100 μM 辣椒素处理 48 h 后，FTC-

133 细胞活力的下降才具有显著性（P < 0.05）。因此我们进而探究辣椒素（25-100 μM）对 FTC-

133 细胞转移的抑制。辣椒素作用 FTC-133 细胞 24 h 后，细胞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迁移实验

均表明，辣椒素以浓度依赖性的形式抑制细胞迁移。此外，Transwell 侵袭实验证实，25-100 μM

辣椒素同样能够以浓度梯度的形式抑制 FTC-133 侵袭。细胞黏附实验表明，100 μM 浓度辣椒素能

够显著抑制 FTC-133 细胞在人工基底膜上的黏附。上皮-间质转化（EMT）是转移的重要机制之

一。我们通过 q-PCR 发现，在 FTC-133 细胞中，辣椒素能够显著抑制 EMT 转录因子 Twist1 和

Snai1 的 mRNA 表达。有研究指出，CaMKII 的活化为肿瘤转移提供了动力。Western blot 实验发

现，辣椒素能够显著抑制 CaMKII 的磷酸化水平。以上实验数据表明，辣椒素能够通过逆转 EMT

过程以及下调 CaMKII 的磷酸化水平抑制 FTC-133 细胞转移。 

结论  辣椒素能够通过逆转 FTC-133 细胞中 EMT 过程并且抑制 CaMKII 磷酸化水平，有效抑制甲

状腺滤泡癌细胞 FTC-133 的迁移、侵袭和黏附。为治疗甲状腺滤泡癌转移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 

 
 

PO-055 

甘肃地区代谢综合征发病情况及与甲状腺结节关系的研究 

 
刘靖芳,王晨鸽,汤旭磊,傅松波,马丽华,孙蔚明,牛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甘肃省代谢综合征及甲状腺结节的发病情况，分析代谢综合征及其各组分与甲状腺结节

的关系，探究甲状腺结节发生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参加甲状腺疾病和碘营养状况全国调查（Tide）和糖尿病患病率全国调查项目甘肃地区

的 2719 名志愿者。，收集参与者的基本信息、相关病史、甲状腺 B 超及相关指标。分析甘肃省代

谢综合征及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比较代谢综合征组与非代谢综合征组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分析

代谢综合征及各组分与甲状腺结节发生的相关性。 

结果  甘肃省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 9.9%。甲状腺结节患病率为 17.2%。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

示性别、年龄和腰围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的危险因素（OR=1.667  P<0.0001; OR=1.054  P<0.0001; 

OR=1.015  P=0.016）。 

结论  甘肃省代谢综合征患病率较全国其它省市相对偏低，代谢综合征患者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较

非代谢综合征者高，代谢综合征各组份中腰围可能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O-056 

使用磁共振检测眶内眼外肌和脂肪厚度 

预测激素治疗活动性中重度甲亢突眼的疗效 

 
徐玲玲,李琳娜,谢翠华,关美萍,薛耀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通过磁共振（MRI）检测甲亢突眼(GO)患者的突眼度及眶内眼外肌和脂肪厚度，寻找合适的

测量指标来预测激素冲击治疗甲亢突眼的疗效。 

方法  33 名活动性中重度的 GO 患者进行每周 1 次，持续 12 周( 前 6 周，每周 500mg；后 6 周，

每周 250mg)，总量 4.5g 甲强龙的治疗，并根据疗效（联合 CAS、突眼度、眼裂宽度、复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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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视力进行综合评估）分成两组（有效组和无效组）。所有 GO 患者和 10 名健康对照在基线时

均行眼眶 MRI 检查。 

结果  有效组和无效组的基线临床特征未见明显异常 (all P>0.05)。两组 GO 患者的突眼度显著高于

对照组(22.50 ± 2.17 vs 13.98 ± 0.97 ,and 20.82 ± 2.96 vs 13.98 ± 0.97, both P<0.001)，并且 GO

治疗有效组的突眼度高于无效组(22.50 ± 2.17 vs 20.82 ± 2.96, P<0.05)。 GO 治疗有效组相对于无

效组，下直肌更厚(5.89 ± 0.96 vs 4.86 ± 1.05, P<0.05) 且眶内脂肪更薄(3.78 ± 0.47 vs 4.33 ± 0.65, 

P<0.05)。其他各眼外肌厚度在两个 GO 治疗组未见显著差异(all P>0.05)。有效组比无效组有更高

的下直肌/脂肪厚度比值(1.65 ± 0.30 vs 1.16 ± 0.24, P<0.001)。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突眼度

(OR 0.33, 95% CI: 0.12–0.88, P = 0.027)和下直肌/脂肪厚度比值(OR 0.001, 95% CI:0.001–0.11, 

P = 0.016)与激素治疗的反应有关。ROC 分析显示，下直肌/脂肪厚度比值合并突眼度的联合指标

来预测激素治疗 GO 疗效的切点值分别是 1.42 和 20.78mm (AUC = 0.95; 95% CI: 0.88–1.00; 

sensitivity, 86.7%; specificity, 88.9%,P < 0 001)。 

结论  对于 CAS>3 的中重度 GO 患者，行眼眶 MRI 检查，使用下直肌/脂肪厚度比值和突眼度水平

的联合指标，可能是预测激素治疗疗效的重要指标。 

 
 

PO-057 

基于 MRI 评估利妥昔单抗对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的疗效 

 
陈欢欢,杨涛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甲状腺相关眼病（Thyroid-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TAO）在利妥昔单抗治疗后

CAS 评分，免疫指标等的变化，同时结合 3T-MRI 定量测量评估利妥昔单抗在 TAO 治疗中的疗

效。 

方法  选取 8 例活动性 TAO 患者，采用“小剂量、长疗程” 利妥昔单抗治疗方案。随访并观察用药前

后 52 周甲状腺眼病的临床活动度评分、甲状腺相关抗体、甲状腺功能、免疫指标等各项指标的变

化，评价其对 TAO 局部免疫的抑制作用，以及对视力等的保护作用。患者在利妥昔单抗治疗前，

治疗后 28 周，52 周后分别行 3.0T MR 眼眶扫描，分别测量测量眼球突出度、眼球内侧脂肪厚

度、眼外肌最高信号强度与同侧颞肌的信号强度比（SIR）及最高信号强度眼肌厚度，通过配对 t

检验法，ANOVA 方差分析随访利妥昔单抗治疗治疗前后各参数的变化。 

结果  通过为期 52 周的随访观察发现，利妥昔单抗治疗后，TAO 患者 CAS 活动度明显下降且维持

到 52 周无明显反弹，CD19, CD20 在治疗 5 周即明显下降，28 周，52 周虽逐渐上升，但较基线值

仍明显下降。3T-MRI 定量测量评估显示眼外肌 SIR，眼外肌厚度明显下降；但眼球内侧脂肪厚

度，突眼度下降不明显。 

结论  3T-MRI 定量测量显示“小剂量，长疗程”利妥昔单抗治疗后眼外肌 SIR 和眼肌厚度明显下降，

且对患者的自身免疫无明显抑制作用，提示利妥昔单抗治疗能明显改善 TAO 的活动性和眼肌厚

度，具有良好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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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 

Graves 病 TSHR 易感位点导致 TRAb 

持续阳性的随访研究及机制探讨 

 
刘炳丽 1,马建华 1,宋怀东 2 

1.南京市第一医院 

2.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Graves 病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易感位点导致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

持续阳性的机制及随访研究 

方法   1300 例 Graves 病患者外周血抽提 DNA 并通过荧光探针行 Graves 病 TSHR 易感位点
rs179243, rs179247, rs12101261, rs2284722, rs2300525, rs4903964, rs7158936, 

rs12050151,rs2284720 基因分型, 正规抗甲亢治疗随访 1 年后检测血 TRAb 浓度，分析 TSHR 易

感位点与 TRAb 滴度之间的关系；同时收集了 45 例甲状腺手术病人肿瘤旁正常的甲状腺组织并进

行 rs179243，rs179247，rs12101261，rs2300525 基因分型及通过实时定量 PCR 对 TSHR 截短

型转录本 ST4，ST5 表达进行鉴定和分析。 

结果   Graves 病 TSHR 易感位点 rs179243, rs179247, rs12101261, rs2284722, rs2300525, 

rs4903964, rs7158936, rs12050151, rs2284720 的易感基因型与 TRAb 阳性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但

rs3783949 与 rs17111394 与 TRAb 阳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同时二元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显

示 rs179243, rs179247 及 rs2300525 易感位点是 TRAb 持续阳性的独立影响因素，且三种 SNP 易

感基因型（TT/AA/GG）的组合明显提高了 Graves 病患者 TRAb 持续阳性的风险（OR=3.486,P 

=0.005）。易感基因型 rs179243，rs179247，rs12101261 提高 TSHR 截短型转录本 ST4，ST5

表达水平。 

结论   Graves 病 TSHR 易感位点可能通过增加 TSHR 截短型转录本 ST4，ST5 表达水平导致

TRAb 持续阳性。 

 
 

PO-059 

性别因素干预硒对 Graves 病的发病影响 

 
王悦,施秉银,伍丽萍,吴谦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我们在前期工作中对比分析了我国陕西省富硒地区紫阳县与缺硒地区宁陕县 Graves 甲亢的

发病情况，结果发现 Graves 病患病率在两县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为进一步探索性别因素在硒对

Graves 病发病中的作用，我们对前期人群数据重新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在雌性小鼠中进行验证。 

方法  我们对前期一项硒与甲状腺疾病大规模横断面调查的数据重新按照性别和地区进行统计比

较。为了进一步探索性别因素在硒对 Graves 病影响中的确切分子机制，我们给予 4 组 3 周龄雌性

balb/c 小鼠含不同浓度硒酵母的饲料（0.02ppm, 0.18ppm, 0.6ppm, 2ppm）至实验结束，分别模拟

低硒水平，正常硒水平，中硒水平和高硒水平。雌性小鼠 8 周龄时诱导 Graves 病模型，待造模结

束后分别对小鼠甲状腺功能、氧化应激水平、免疫反应进行测定。 

结果  紫阳和宁陕两县血清硒水平中位数分别为 103.6μg/L 和 57.4μg/L（p<0.05），具有显著性差

异。然而两县 Graves 甲亢患病率分别为 1.3%和 1.7%（p=0.254），无统计学差异。接下来，我

们按照性别因素分别分析硒水平与 Graves 甲亢的关系。两县所有男性居民共 2048 人，女性居民

共 4398 人。紫阳地区男性和女性血清硒水平中位数分别为 106.0μg/L 和 102.6μg/L（p=0.163），

宁陕地区男性和女性血清硒水平中位数分别为 58.5μg/L 和 56.8μg/L（p=0.190）。男性 Graves 甲

亢在紫阳县和宁陕县的患病率分别为 0.4%和 1.2%（p=0.045）,具有统计学差异。女性 Graves 甲

亢在紫阳县和宁陕县的患病率分别为 1.7%和 1.9%（p=0.554），无统计学差异。动物模型显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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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雌性造模小鼠之间 T4 和 TRAb 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其氧化应激相关指标进行检测发

现，低硒造模组 Gpx 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组硒水平的造模小鼠，而 SOD，MDA 和 T-AOC 在四组

造模小鼠中无统计学差异。对免疫学相关指标测定结果显示 CD4+，CD8+，CD4/CD8 比例和

Th1，Th2，Th1/Th2 比例以及 Treg 细胞比例在四组造模小鼠中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初步判断硒对女性 Graves 病的发病无明显影响，从氧化应激和免疫反应

相关指标上未看到有意义的改变。而硒对男性 Graves 病的确切效果还需要更多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来确定。 

 
 

PO-060 

亚临床甲减对心脏左室功能影响的研究 

 
田利民,陈雪迪,宫宁宁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与基础两部分实验对亚甲减（sHT）左室功能的改变及其发生机制展开深入研究，

对 LT-4 治疗对 sHT 左室功能影响进一步探讨。 

方法  临床实验收集 2015.1 -2017.3 甘肃省人民医院 sHT、甲减患者作病例组，正常者作对照。分

析心脏彩超指标 EF、FS、E、A 及基本资料，观察 sHT 患者左室功能改变。基础实验饲养 65 只

Wistar 大鼠并随机分配到五组中：对照组；sHT A、B、C 组；L-T4 治疗组。sHT 大鼠模型由他巴

唑诱导， A、B、C 组分别给予他巴唑 5、15、20 mg·kg-1·d-1。L-T4 治疗组大鼠模型是用他巴唑诱

导 8 周之后加用 L-T4 诱导而成。放免法检测 TT4、TSH 水平；锁骨下动脉置管检测大鼠左室功

能；RT-PCR、WB、IHC 检测 serca2a、Ryr2 水平。 

结果  临床试验 

1.本次临床实验共 sHT 患者 104 名，甲减患者 76 名，正常者 100 名； 

2.基本资料各组基本资料年龄、收缩压比较无差异；与对照组相比，sHT A、B 组及甲减组 TSH 水

平升高（P<0.05）；sHT B 组舒张压高于对照组（P<0.05）。甲减组舒张压较正常组升高

（P<0.05），较 sHT B 组无差异； 

3. EF、FS 值各组无差异。与对照组相比 E、A 值在 sHT 组与甲减组均有明显降低（P<0.05）。 

基础实验 

1.sHT 大鼠(A、B 和 C)血清 TSH 水平较对照组升高(P<0.05)。在 L-T4 治疗组,血清 TSH 水平比

sHT C 明显下降 (P<0.05)； 

2.sHT 大鼠组与对照组相比心室压与心率均有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T4 治疗组大鼠心率

与心室压上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 TSH 与  LVSP、LVEDP、MP 和 HR 呈负相关

(P<0.01)； 

3. 与对照组相比，sHT 组大鼠心肌 serca2a 、Ryr2 表达量降低，L-T4 治疗后上升。serca2a、

Ryr2 表达活性与血清 TSH 呈现浓度依赖。 

4. 对照组大鼠心肌切片 HE 染色显示，心肌纤维排列整齐，细胞间隙连接紧密，细胞核处于细胞中

央且染色均匀。sHT C 组大鼠心肌细胞疏松且排列紊乱、细胞肿胀。L-T4 治疗后大鼠心肌形态较

sHT 组有所改善。免疫组化显示 serca2a 与 Ryr2 阳性区域面积从对照组到 sHT C 组呈递减 

结论  sHT 患者左室舒张功能随血清 TSH 水平升高而下降。sHT 大鼠调控 serca2a 与 Ryr2 使左室

收缩与舒张功能受损，但 L-T4 替代治疗可改善左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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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 

去氢骆驼蓬碱对甲状腺癌的潜在抗肿瘤体内外效应 

 
李剑波 1,阮舒 1,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初步观察盐酸去氢骆驼蓬碱对人类甲状腺癌细胞的体内、外抗肿瘤效果,并探讨可能的

抗癌机制。 

方法  通过 XTT 法来检测细胞凋亡,DAPI 染色法来观察细胞凋亡形态学改变；流式细胞仪进一步检

测细胞凋亡率；通过 DNA 片段化检测及 HM 作用于 TPC-1 细胞克隆形成；通过 Western blot 免疫

印迹法来检测凋亡相关蛋白；通过划痕损伤愈合和 transwell 室侵袭试验来评价 HM 对甲状腺癌细

胞迁移和侵袭能力。 

结果  盐酸去氢骆驼蓬碱作用于人甲状腺乳头状细胞后，不同浓度的药物对其均有抑制作用，且呈

现一个剂量-效应的正相关关系（P<0.01）,24、36 及 48 小时 IC50 值分别为 16.57±1.4、9.48±1.1

及 5.51±0.7（ug/ml）；不同浓度的药物作用后，均有明显的晚期凋亡细胞群，同样呈现一个剂量-

效应的正相关关系（P<0.01）；与对照组相比，其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克隆随着盐酸去氢骆驼蓬

碱的增加反而减少；盐酸去氢骆驼蓬碱作用后，抗凋亡蛋白 Bcl-2 表达量逐渐降低，而凋亡蛋白

Bax 逐渐升高；不同浓度的药物作用于人甲状腺乳头状细胞后，细胞划痕试验显示细胞的迁移能力

较对照组降低；transwell 室侵袭试验显示细胞的粘附、侵袭能力的下降，同样的呈现一个剂量-效

应的正相关关系（P<0.01）。 

结论  盐酸去氢骆驼蓬碱通过诱导细胞的凋亡来抑制人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的生长；可以抑制甲状

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 

 
 

PO-062 

中国十城市成人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结节流行病学调查 

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孙晖,王翰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了解中国十城市成人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结节的流行病学现况，探究其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中国十个城市的成年社区居民共 15008 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问

卷的填写、体格检查、甲状腺超声检查，测定尿碘浓度（UIC）、促甲状腺激素（TSH）、甲状腺

抗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等项目，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法

分析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结节可能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1、人群中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结节的总体患病率分别为 2.4%、15.7%。 

2、女性、增龄是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甲状腺疾病家族史、TPOAb 阳性、

TgAb 阳性是甲状腺肿的危险因素。 

3、BMI≥28 kg/m2 是甲状腺肿的独立危险因素（OR：1.61；95% CI：1.14, 2.26；P for trend＜

0.001），BMI 在 24kg/m2 及以上是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OR：1.22；95% CI：

1.09,1.36）；（OR：1.27；95% CI：1.09,1.49）；P for trend＜0.001】。随着腰围的增加，甲

状腺肿和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增加。 

4、尿碘水平≥300μg/L 是甲状腺结节的独立保护因素（OR：0.83；95% CI：0.72, 0.96 ；P for 

trend 0.013），但不是甲状腺肿的保护因素(OR：1.14；95% CI：0.82,1.58；P for trend 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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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国实施全民食盐加碘（USI）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仍需进一步探究尿碘水平的高值

上限，尽可能减少甲状腺疾病的发生。肥胖患者进行减重是非常重要且有益的。老年群体、女性群

体更应筛查甲状腺超声。 

 
 

PO-063 

妊娠不同时期低甲状腺素血症患病率差异及特征分析 

 
袁宁,张晓梅,蔺莉,李智,孙健斌,赵心,李方,张静,杜静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妊娠期间低甲状腺素血症与一些代谢指标的异常有关，同时可能对母体及胎儿产生

不良影响，本研究主要比较妊娠不同时期低甲状腺素症患病率的差异及临床特征，为早期识别低甲

状腺素血症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顺序纳入从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建

档的妊娠妇女 897 例，其中妊娠早期 897 例、妊娠中期 626 例、妊娠晚期 456 例，参加研究的妊

娠妇女均自愿参加并签署项目知情同意书。入组妊娠妇女，在妊娠早期、妊娠中期及妊娠晚期行甲

状腺功能的检测，并记录年龄、身高、体重、孕产史。低甲状腺素血症定义为 TSH 水平正常，

FT4 低于妊娠特异性参考值的第 5 百分位点（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妊娠甲状腺指标特异性

参考值范围）。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妊娠早、中、晚期低甲状腺素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 4.7%、3.7%和 5.2%，随着妊娠周数增

加，低甲状腺素血症的患病率逐渐增多。妊娠早、中、晚期低甲状腺素血症妊娠妇女，妊娠早期空

腹血糖（单位 mmol/L）分别为 4.83（95%CI 4.4-6.10）、4.86（95%CI 4.33-6.12）和 4.63

（95%CI 4.26-5.48），三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产妇比例分别为 58.6%、13.3%和

26.9%，三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妊娠妇女在妊娠早期 TSH、尿酸、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BMI 和年龄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随着妊娠周数的增加，低甲状腺素血症的患病率逐渐升高。相对于妊娠中晚期低甲状腺素血

症妊娠妇女，妊娠早期低甲状腺素血症妊娠妇女妊娠早期空血糖水平和经产妇的比例高，妊娠早期

低甲状腺素血症妊娠妇女更值得关注。 

 
 

PO-064 

甲状腺癌中 c-Myc 作为 Aurora A 激酶抑制剂 

MLN8237 抗肿瘤活性决定因子的机制探讨 

 
李亦琪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c-Myc 在包括甲状腺癌在内的多种类型的肿瘤高表达，但由于 c-Myc 本身的特征，限制了直

接靶向 c-Myc 的小分子抑制剂的研发与使用，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开发间接靶向 c-Myc

的治疗手段。研究表明 Aurora A 激酶（AURKA）的抑制剂 MLN8237 可以在肝癌中通过破坏 c-

Myc/AURKA 复合体从而去稳定 c-Myc 蛋白，提示 MLN8237 可作为间接靶向 c-Myc 的手段。目前

MLN8237 在甲状腺癌中的作用仍然未知。本研究旨在探索 MLN8237 在甲状腺癌中的治疗潜力，

并探究其在甲状腺肿瘤细胞中疗效的决定因素及其相应的机制。 

方法  我们通过细胞增值实验、克隆形成实验、凋亡实验、周期实验以及裸鼠成瘤实验等一系列体

内外实验研究 MLN8237 在甲状腺癌细胞系中的生物学效应，并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泛素化水平检

测和环己酰亚胺追踪检测等一系列分子生物学实验探索 c-Myc 对于 MLN8237 效果的影响的具体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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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们的数据显示 c-Myc 蛋白的表达水平和 MLN8237 在甲状腺肿瘤中的效应存在明显的相关

关系，MLN8237 仅在 c-Myc 高表达的甲状腺癌细胞中产生明显的生长抑制效应，而对 c-Myc 低表

达的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几乎没有影响。此外我们在移植瘤模型中也观察到了相似的结果。

MLN8237 可明显促进 c-Myc 高表达甲状腺癌细胞系的凋亡及多倍体的形成，而对 c-Myc 低表达的

甲状腺癌细胞系的凋亡和多倍体形成无明显影响。机制上，在 c-Myc 高表达的甲状腺癌细胞中

MLN8237 通过破坏 c-Myc/AURKA 复合体从而促进 c-Myc 的蛋白酶体降解，此外 MLN8237 使 c-

Myc 高表达的甲状腺癌细胞系中的 c-Myc 蛋白稳定性下降从而使 c-Myc 的蛋白水平下降。 

结论  我们的数据表明 c-Myc 高表达的甲状腺癌细胞对 MLN8237 的反应性较好，从而推断甲状腺

癌细胞中 c-Myc 是 MLN8237 治疗效果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因此通过 MLN8237 间接地靶向 c-

Myc 有望作为 c-Myc 高表达的甲状腺癌肿瘤的有效的治疗手段。 

 
 

PO-065 

维生素 D 治疗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王苏,吴亚平,左志华,赵一璟,王昆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ITD）是一类以 T 淋巴细胞浸润和自身抗体生成为特点的自身免疫

性疾病，主要包括 Graves 病和桥本甲状腺炎。本研究通过系统评价维生素 D 治疗 AITD 的疗效和

安全性，为临床应用提供询证医学依据。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图书馆、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纳入维生素

D 治疗 AITD 的随机对照（RCT）研究。应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6 项随机对照研究，包括 344 名 AITD 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1.与对照组相比，

使用维生素 D 治疗疗程不超过 3 个月的 AITD 患者 TPO-Ab 水平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项研究，

标准均数差（SMD）: -0.12, 95% CI: -0.69 to 0.44, P=0.67，I2=78.8%]；当维生素 D 治疗疗程达 6

个月时，TPO-Ab 水平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项研究，SMD: -1.11, 95% CI: -1.52 to -

0.70, P<0.01，I2=0.0%]。2.研究发现患者接受维生素 D 治疗可显著降低 Tg-Ab 水平[4 项研究，

SMD: -0.55, 95% CI: -1.05 to -0.04, P=0.033]。由于相关 RCT 研究数量有限，未根据维生素 D 治

疗疗程进行亚组分析。3.安全性分析：所有研究均未报道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目前的证据提示维生素 D 治疗可显著降低 AITD 患者 TPO-Ab 及 Tg-Ab 水平。未来还需要更

多高质量、长疗程的随机、对照、双盲研究来证实维生素 D 是否能有效降低 AITD 患者甲状腺自身

抗体的水平。 

 
 

PO-066 

兰州市城关区社区人群甲状腺结节与碘营养状况分析 

 
傅松波,汤旭磊,曹 冲,刘靖芳,马丽华,孙蔚明,牛 滢,井高静,赵 楠,牛强龙,杨 芳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兰州市城关区社区人群的碘营养状况和甲状腺结节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兰州市城关区 6 个社区进行横断面调查，进行甲状腺超声检查、

甲状腺功能检测及尿碘检测。 

结果  （1）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为 21.12％，男、女分别为 17.21％、25.16％，女性高于男性

（P<0.05）。60 岁之前患者人群以单发和直径＜1.0cm 的结节为主，60 岁之后以多发和直径

≥1.0cm 的结节为主，不同年龄的甲状腺结节女性患者中，单发和多发结节构成比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直径＜1.0cm 和≥1.0cm 构成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甲状腺结节患者的甲状腺功

能多为正常（81.62％），且二者无关联(P＞0.05)。（2）兰州地区人群尿碘中位数为 205.4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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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女性高于男性（P<0.05），尿碘水平随着年龄升高而逐渐降低（P<0.05）。

但高尿碘与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无相关性(P＞0.05)。（3）年龄是甲状腺结节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影响

因素。 

结论   应重视老年人群甲状腺结节的筛查工作，做到甲状腺结节的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早治疗；兰

州地区应积极开展相应工作，合理的调节和控制人群尿碘水平。 

 
 

PO-067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浓度 

与中国中老年人群的颈动脉内-中膜增厚呈负相关 

 
周瑜琳,王天歌,洪洁,张婕,徐敏,毕宇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颈动脉内膜中层（CIMT）增厚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特征。有研究报道该项指标在甲状腺功

能异常的患者中存在差异，但尚有争议。本研究旨在探讨 C-IMT 与中国 40 岁以上成人甲状腺功能

之间变化的关系。 

方法  以社区为基础选取 2276 例非糖尿病人群进行横断面研究。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 

结果  C-IMT 增厚的发病率随着 FT3 四分位水平的下降（29.8%，24.3%， 24.2%, 及 22.2%, P for 

trend=0.005).而降低。在单变量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中、FT3 水平与 CIMT 呈负相关（P 值均

≤0.002）。多因素校正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 FT3 与 C-IMT 增厚的低发生率有关。最高与最低的

FT3 四分位相比, CIMT 增厚的校正后 OR 比值比为 0.71（ 95%CI，0.52-0.99，P=0.04)。 

结论  在中老年无糖尿病中国人群中, 血清 FT3 水平独立于传统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与 C-IMT

增厚呈负相关。 

 
 

PO-068 

维生素 D 受体调节分化型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和分化的机制 

 
刘贞明,谢忠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分化型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以往的研究表明，维生素 D 受体对分化

型甲状腺癌的增生和分化具有调节作用，但机制不清，我们的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其机制。 

方法  为了确定这一机制，我们用 VDR 过表达腺病毒上调甲状腺滤泡状癌细胞内 VDR 的水平，再

用小干扰 RNA（siRNA）下调这些细胞内的 E-钙黏素（E-cadherin），48 小时后采用定量 PCR

和 Western 印迹分析检测 WRO 细胞的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TPO）、钠/碘同向转运体（NIS）等分化指标水平的变化。而在另一实验中，我们用 siRNA 对

VDR 进行下调，然后对 β-catenin 进行下调，用 5-溴脱氧尿嘧啶核苷（BrdU）掺入法测定细胞增

殖水平。此外，用免疫共沉淀的方法观察 VDR、β-catenin 及 E-cadherin 是否能形成复合物。 

结果  结果显示，过表达的 VDR 主要位于 WRO 细胞细胞核及胞浆中，VDR 过表达后，细胞内的

E-cadherin 蛋白水平及分化指标表达水平上升，而在下调 E-cadherin 后，分化指标表达水平不再

上升。相比之下，在 VDR 下调后，β-catenin 表达无明显改变，而细胞增殖水平升高，同时下调 β-

catenin 后这种作用消失。免疫共沉淀分析显示，VDR 与 E-cadherin 或 β-catenin 能形成复合物。 

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VDR 通过作用于 E-cadherin 促进分化型甲状腺癌细胞的分化，而通过作用

于 β-catenin 抑制分化型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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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 

BRAFV600E 基因突变与甲状腺乳头状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顾晓波,蔡刚明,俞惠新,戴军,包建东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附属江原医院 

 

目的  评估 BRAFV600E基因突变与传统甲状腺乳头状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回顾性的对 2017 年的 596 例做了甲状腺切除术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癌组织做了

BRAFV600E基因突变的检测。我们将 BRAF 突变阳性组与 BRAF 突变阴性组的 BRAFV600E基因突变

的突变率做了统计，并对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做了比较。我们根据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直径大小，将

病人分成小癌组和大癌组（PTC>10mm）；根据肿瘤是否转移分成转移组与未转移组；根据肿瘤

是单灶还是多灶分成单灶组与多灶组，研究 BRAFV600E基因突变与上述因素的相关性。 

结果  BRAFV600E基因突变在所有统计的 PTC 患者中的发生率为 82.9%(494/596)。BRAFV600E基因

突变率与肿瘤大小和肿瘤是否多灶具有相关性（P<0.05）。女性 PTC 患者 462 例，突变率

83.5%；男性 PTC 患者 134 例，突变率 80.6%，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未转移

患者 361 例，突变率 82.5%；淋巴结转移患者 235 例，突变率 83.4%，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BRAFV600E 基因突变跟多种临床病理结果有相关性。本研究发现在大癌组和多灶组，

BRAFV600E 基因突变率明显高于微小癌组和单灶组。BRAFV600E 基因突变率在不同性别及淋巴转移

与否中，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 BRAFV600E基因突变率与患者肿瘤大

小以及肿瘤个数具有相关性，与患者的性别、颈淋巴是否转移没有相关性。在甲状腺结节的临床诊

断上，BRAFV600E 基因突变检测可以作为常规病理检测的一种重要的补充，也可用于解释甲状腺癌

患者显著不同的临床表现和转归。 

 
 

PO-070 

奈韦拉平改善失分化甲状腺癌摄碘功能并抑制其侵袭转移的研究 

 
尚红霞,廖琳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旨在通过体内外实验探究奈韦拉平对失分化甲状腺癌摄碘功能、肿瘤生长及侵袭转移能力的

影响。 

方法  1. 收集临床标本，通过免疫组化实验验证与摄碘功能相关的关键基因钠碘同向转运体

（NIS）的表达定位情况； 

2. 细胞实验：通过 CCK-8 实验筛选最佳奈韦拉平浓度；通过 PCR、western 及免疫荧光共聚焦实

验验证奈韦拉平对 NIS、PAX8 表达情况及侵袭转移相关指标（MMP2、MMP9 及 VEGFA）的影

响并对可能机制（IL-6/STAT3 通路）进行初探；通过 125 碘摄取实验验证奈韦拉平对摄碘功能的

影响；构建慢病毒干预 PAX8 表达，验证奈韦拉平改善摄碘功能的机制； 

3. 动物实验：构建失分化甲状腺癌裸鼠皮下成瘤模型，给予奈韦拉平灌胃处理，观察裸鼠体重、肿

瘤大小及转移情况；通过 HE 染色验证肿瘤转移情况；通过 131 碘摄取实验验证奈韦拉平对摄碘功

能的影响；通过免疫组化实验验证 NIS、PAX8 及 VEGFA、MMP2、MMP9 的影响。 

结果  1. 奈韦拉平通过上调转录起始调控因子 PAX8 的表达促进 NIS 表达，从而改善失分化甲状腺

癌细胞摄碘功能； 

2. 奈韦拉平可能通过抑制 IL-6/STAT3 通路激活而抑制失分化甲状腺癌生长及侵袭转移。 

结论  奈韦拉平可以改善碘抵抗的失分化甲状腺癌摄碘功能，并抑制肿瘤生长及侵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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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 

转录因子 ZNF677 通过下调 Akt 磷酸化抑制甲状腺癌 

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李宇君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1）检测 ZNF677 在原发甲状腺癌组织中及细胞系中的表达及其启动子区甲基化情况。 

2）初步明确 ZNF677 对信号通路的影响。 

3）鉴定转录因子 ZNF677 的下游靶基因，阐明 ZNF677 参与甲状腺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方法  1）分别应用定量 RT-PCR 及常规反转录 PCR 的方法检测甲状腺癌组织及细胞系中 ZNF677

的表达水平；联合应用 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5-Aza-Dc 和焦磷酸测序技术明确启动子甲基化在

ZNF677 基因表达调控中的作用。 

2）分别应用 MTT 及克隆形成实验、流式细胞术、Transwell 小室、裸鼠皮下移植瘤明确 ZNF677

对甲状腺癌细胞恶性行为的影响。 

3）应用 Western Blot 揭示 ZNF677 影响甲状腺癌细胞信号通路。 

4）鉴定 ZNF677 的下游靶基因 

（1）结合表达谱芯片鉴定 ZNF677 的下游靶基因。 

（2）应用 ChIP、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验证 ZNF677 对其靶基因的调控关系。 

（3）应用 Western Blot 及 IP 实验明确 CDKN3 和 HSPB1 对 Akt 磷酸化的影响，并通过营救实验

明确这 2 个基因在 ZNF677 抑癌功能中的作用。 

结果  1）与癌旁组织相比，ZNF677 在甲状腺癌组织中表达下调；该基因启动子区的异常甲基化是

其表达下调的主要分子机制。 

2）ZNF677 抑制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及克隆形成能力，诱导甲状腺癌细胞发生 G0/G1 期周期阻滞及

凋亡；同时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的迁移、侵袭及裸鼠成瘤能力。 

3）ZNF677 通过转录调控靶基因 CDKN3 和 HSPB1 抑制甲状腺癌中 Akt 磷酸化发挥其抑癌作用。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实 ZNF677 基因在甲状腺癌中由于启动子发生过度甲基化而导致其表达下调，

恢复其表达可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的恶性行为及裸鼠成瘤能力。同时，我们首次证实 ZNF677 通过调

控靶基因抑制 Akt 磷酸化，进而发挥其抑癌作用。 

 
 

PO-072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群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参考范围的探讨 

 
祝衍筝 1,樊勇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促甲状腺激素（TSH）。是由腺垂体分泌的激素。生理作用包含：促进甲状腺细胞的增殖、

甲状腺血液供应、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分泌等。建立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群 THS 水平参考范围，

为维吾尔族人群甲状腺相关疾病诊断提供特异性依据。 

方法  2015 年 10 月随机抽取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吐鲁番地区 2654 名人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

查收集一般信息、测量升高及体重、根据美国国家生化研究院（NACB）指南中推荐使用的方法检

测其甲状腺功能所获得的 TSH 水平的 95％可信区间即为 TSH 参考范围。 最终纳入 1213 名健康

人群，并与 2011 年美国甲状腺协会推荐的诊断标准比较其在评价甲状腺功能异常中的作用。 

结果  1）根据试剂盒推荐参考范围标准，受检者中新发甲状腺功能异常人群共 661 例。其中女

性：甲状腺功能亢进者（包括临床及亚临床）2.13％；甲状腺功能减低者（包括临床及亚临床占

7.1％； TgAb 阳性率为 14.21％； TPOAb 阳性率为 15.37％。其中男性：甲状腺功能亢进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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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临床及亚临床）占 1.52％，甲状腺功能减低者（包含临床及亚临床）占 14.27％。TgAb 阳性率

为 12.37％，TPOAb 阳性率为 14.43％。2）城市男性及女性 TSH。水平均高于农村（P＜

0.001）；3）不同年龄分组中，青年组（ P＜0.05）及。老年组（ P＜0.001）女性血清 TSH 水平

均明显高于男性，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老年女性血清 TSH 水平明显高于（ P＜0.001）青年

及中年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城市人群血清 TSH 水平高于农村人群 TSH 水平，青年及老年组女性血清 TSH 水平较同年龄

段男性高，其中老年女性组血清 TSH 水平参考范围高达 3.77(3.37-4.18)（ P＜0.001）， 参考值

范围较试剂盒推荐范围明显缩短，推荐不同地区针对不同民族、性别及各年龄阶段确立特异性血清

TSH 水平参考范围。 

 
 

PO-073 

Graves 眼病患者脉络膜厚度改变的初步观察 

 
于楠,高莹,吴元,张雅娣,康磊,张俊清,郭晓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 Graves 眼病（GO）患者脉络膜厚度的改变，并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入组了 2016.6-2017.12 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诊断为 Graves 眼病的患

者，共 36 名设为观察组，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屈光度匹配甲状腺功能正常、无甲状腺疾病的

健康志愿者 36 名为对照组。匹配条件为：1）年龄相差不超过 3 岁，2）性别相同，3）根据屈光

度分为正视眼、低度、中度和高度近视眼，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屈光度分级相同。两组患者均取右眼

为观察眼，行海德堡 OCT 进行眼黄斑部、鼻侧 1500 μm、鼻侧 3000 μm、颞侧 1500 μm、颞侧

3000 μm 脉络膜厚度的扫描，利用设备自带软件测量脉络膜厚度。对两组患者脉络膜厚度进行配对

t 检验，观察其有无差别，取 P＜0.05 为差异显著性条件。采集观察组患者病程、甲状腺功能、促

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RAb）以及突眼度、CAS 评分等因素，分析是否和脉络膜厚度的改变有相关

性。使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对上述因素与眼部脉络膜厚度的相关性，取 P＜0.05 为差异显著性

条件。 

结果  黄斑部、鼻侧 1500 μm、鼻侧 3000 μm、颞侧 1500 μm、颞侧 3000 μm 平均脉络膜厚度在

GO 组患者中为 313.47±100.32 μm, 279.22±85.80 μm, 214.64±75.52 μm, 313.19±80.36 μm and 

298.14±82.75 μm ， 对 照 组 为 256.33±50.18 μm, 223.14±59.61 μm, 176.69±60.66 μm, 

250.92±52.184 μm and 239.47±60.35 μ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GO 组中，脉络膜

厚度与 CAS 评分、突眼度、TRAb、T3、T4 均未见相关性。 

结论  GO 患者脉络膜厚度增加。GO 患者的脉络膜厚度与突眼度、CAS 评分、甲状腺功能无关。 

 
 

PO-074 

Graves 病患者 KIR/HLA 基因配伍频率的分析 

 
张海清 1,寇纯嘉 1,郭成 1,2 

1.山东省立医院 

2.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Graves 病 (GD)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抑制的缺陷在 GD 的启动中起重要

作用，但机制尚未阐明。自然杀伤（NK）细胞具有免疫调节功能，已报道 GD 患者 NK 细胞存在

活性异常，但结果很不一致。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与其配体 HLA 的相互作用可以调节

NK 细胞的活性。对 GD 患者 KIR/HLA 基因进行配对分析，测定 GD 患者 NK 细胞活性的改变，明

确 KIR/HLA 基因多态性是否与 GD 相关以及可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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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118 例 GD 患者和 108 例健康对照。采集外周静脉血，提取 DNA。应用 PCR-SSP 方法

测定 KIR 和 HLA-Cw 基因型频率，分析 KIR/HLA-Cw 基因多态性与 GD 的相关性。应用流式细胞

技术检测 PBMC 表面 CD3, CD56 和 CD69 的表达，分析 GD 患者 NK 细胞的活性。 

结果   GD 患者的 KIR2DS1(+)HLA-CwLys(+)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5.93%vs17.59%,p<0.01). 作为

NK 细胞活化的标志，CD69 在 GD 患者的 NK 细胞表面表达也明显下降(53.86 % ± 22.42% 

vs67.86% ± 15.42%，p<0.01)  . 

结论  KIR/HLA-Cw 基因多态性与 GD 相关, 且 GD 患者的 NK 细胞活性降低。 KIR2DS1(+)HLA-

CwLys(+)这一配对组合的缺失可能与 GD 患者 NK 细胞活性异常有关。  

 
 

PO-075 

高原地区人群甲状腺结节发病危险因素分析 

 
孙慧博 1,胡文超 1,荷兰杰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人群中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及发病的危险因素，为高原地区人群甲状腺结节的

早期预防、诊断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随机入户问卷调查，并进行一般体格检查及甲状腺超声检

查，收集空腹血液标本，甲状腺结节发病率以超声检出结节者为确诊。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地区

10639 名成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按甲状腺超声检查结果分为结节组及对照组，回顾性分析 2 组病

人甲状腺超声检查结果、民族、受教育程度、饮食习惯、血脂、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

(FPG)、甲状腺相关激素水平及体质量指数(BMI)等的差异，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高原地区人群

发生甲状腺结节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高原地区居民甲状腺结甲的患病率为 33.16％，其中男性患病率为 27.78％（1065／

3835），女性患病率为 37.80％（1686／4460），女性高于男性；回族甲状腺结甲患病率为

32.13%（1960/6099），汉族患病率为 36.81%（807/2192），汉族高于回族，青年、中年、老年

甲状腺结甲患病率分别为为 21.07% （ 799/3795 ）、 35.41% （ 1041/2940 ）、 60.09%

（916/1524）。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民族、是否封斋、吸烟（现在或

既往吸烟）、高血压、腰围、尿酸、总胆固醇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甲状腺结甲的危险因素，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性别、年龄、腰围、高血压是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高原地区居民甲状腺结甲患病率较高，女性、老年，高血压、腰围超标是其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所以对于具有以上高危因素的人群，应加强监测，以更好的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PO-076 

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联合细针穿刺 

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中的临床应用 

 
肖瑾秋,郑宏庭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联合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中的临床应

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0 个甲状腺结节的超声征象，分别对常规灰阶超声及多普勒

超声显示的结节形状、回声强度、生长形状、钙化灶、光晕、回声结构、直径、边界、增长速度、

颈部淋巴结 10 项超声特征按照超声量化评分表予以评分以及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的细胞学结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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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提出的甲状腺细胞学分类标准-贝塞斯达系统（BethesdaSystem）予以分

类，以手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别绘制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及两者联合的

受试者操作特点（ROC）曲线，比较三者的诊断价值。 

结果  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及两者联合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83、

0.740、0.844。超声量化评分系统的最佳评分切点是 2，即大于 2 分诊断为恶性，小于 2 分诊断为

良性。诊断效能为灵敏度为 84.37%，特异度为 55.56%，阳性预测率为 77.14%，阴性预测率为

66.67%。细针穿刺的最佳分类切点是 3，即细胞学分类 I、II、III 类为良性，IV、V、VI 类为恶性，

诊断效能为敏感度为 79.69%，特异度为 61.11%，阳性预测率为：78.46%，阴性预测率为：

62.86%。两者联合的诊断效能为敏感度为 85.94%，特异度为 77.78%，阳性预测率为：87.30%，

阴性预测率为：75.68%。 

结论  甲状腺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联合细针穿刺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较单一一种检查

方法高。 

 
 

PO-077 

成都市居民碘营养水平的流行病学调查 

及成人碘营养水平与血脂水平和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邓丽莎 1,吕庆国 1,吴宇超 1,徐师师 1,张馨月 1,潘晓晖 1,童南伟 1,万恒 2,李代刚 3,曹洪义 4,钟莉 5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成都市西安路社区 

3.成都市温江区印钞社区 

4.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5.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获得目前成都市居民碘营养水平资料，分析成人碘营养水平与血脂水平

和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有无独立相关性，探讨碘对血脂代谢和颈动脉动脉粥样硬化（AS）的影响 

方法  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成都市城市及农村社区符合纳入标准的居民。成人

纳入标准：（1）调查区域居住 5 年以上；（2）年龄≥18 岁；（3）排除已怀孕妇女。儿童纳入标

准：选取 8-10 岁农村及城市儿童。 

方法：成人采集人口学指标，测定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留取空腹血及晨尿标本，进行甲状腺

彩超和颈动脉彩超检查；儿童收集晨尿标本。血标本进行血脂【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

（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促甲状腺激素

（TSH）测定。尿标本进行尿碘测定。得出成都市城市和农村居民尿碘中位数结果，分析成人碘营

养水平与甲状腺结节的相关性，并分别将成人按年龄、性别、TSH、地区进行分层，分析尿碘与血

脂各组分及颈动脉 AS 病变有无独立相关性 

结果  1.成人农村居民尿碘中位数（MUI）为 144.54 ug/L，城市居民 MUI 为 192.58 ug/L；农村儿

童 MUI 为 564.16 ug/L，城市儿童 MUI 为 209.30ug/L。 

2.成人尿碘与甲状腺结节呈负相关。 

3.成人按性别分层后发现，在女性中，尿碘越高 TG、TC、LDL-C 越低，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可

能性越小。 

4.成人按年龄及性别进一步分层后发现，女性年龄大于 50 岁时尿碘与颈动脉斑块呈负相关。 

5.成人按 TSH 不同水平分层后发现，在 TSH≤5.19uIU/ml 或 TSH≤10uIU/ml 时，尿碘与 TG、TC

和 LDL-C 及颈动脉斑块呈现负相关。 

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碘与血脂或颈动脉 AS 无独立相关性 

结论  1.目前成都市总人群碘营养水平是适量的，但有一定比例人群是在碘缺乏或碘过量状态。城

市儿童碘营养水平偏超足量；农村儿童 MUI 明显升高，需搜寻原因引起重视。 

2.碘缺乏状态下，甲状腺结节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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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碘缺乏状态下，女性血脂异常及颈动脉 AS 发生的可能性升高，碘缺乏状态下，大于 50 岁女性

引起颈动脉 AS 发生的可能性升高。 

4. TSH≤5.19uIU/ml 或 TSH≤10uIU/ml 时，碘缺乏状态下，颈动脉 AS 及血脂异常的可能性更高。 

5.碘不是血脂或颈动脉 AS 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需要依赖于甲状腺功能而对血脂及颈动脉 AS 产

生影响 

 
 

PO-078 

黑素瘤缺乏因子-2 在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系中 

发挥促进凋亡抑制侵袭的作用 

 
郭庆玲,单忠艳,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乳头状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甲状腺恶性肿瘤，然而目前尚缺乏预测其生长、转移的有效生物

学指标。黑素瘤缺乏因子-2（Absent in Melanoma-2, AIM2）被报道参与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

癌等肿瘤的发生和进展，然而 AIM2 是否影响乳头状甲状腺癌的生物学行为目前仍不明确。因此，

本文旨探讨 AIM2 在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系中的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人正常甲状腺上皮细胞系（Nthy ori 3-1）、甲状腺癌细胞系（K-1 和 TPC-1）。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Blot 技术分别检测 AIM2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慢病毒转染，在 K-1

细胞系中沉默 AIM2 表达，CCK-8 试剂测定细胞生长曲线，Annexin-V/PI 染色流式细胞技术测定细

胞凋亡，Transwell 实验观察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迁移情况。Real-time PCR 检测 AIM2 沉默或过表

达后细胞迁移相关因子 VEGF、MMP-2、MMP-9 的表达变化。 

结果   AIM2 mRNA 及蛋白分子在 K-1 细胞系表达水平较正常甲状腺上皮细胞系显著升高

（P<0.01），而 TPC-1 细胞系 AIM2 表达水平与正常甲状腺细胞系相比未见明显差异

（P>0.05）。在 K-1 细胞系中沉默 AIM2 表达后，细胞生长增加、凋亡减少；细胞迁移能力增强，

可能与显著增加 MMP-2 表达水平有关，而 AIM2 沉默略降低 MMP-9 与 VEGF mRNA 的表达水

平。 

结论  AIM-2 在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系中发挥促进凋亡、抑制侵袭的作用。AIM2 可能成为预测乳头

状甲状腺癌生物学行为的有效指标和潜在的治疗靶点。 

 
 

PO-079 

宁夏地区甲状腺结节流行病学研究 

 
于振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多发病和常见病，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恶性结节的患

病率约为 5-15%，本课题组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的甲状腺结节患病率进行调查，分析该人

群的流行病学特点，探寻影响甲状腺结节患病率的可能相关因素，旨在为本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可

靠的临床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 18 岁以上的常住居民（>5 年）9583 人为调查对象，通

过问卷调查了解人群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一般情况，完善甲状腺超声及血清 TSH、FT4、FT3 水

平检测，通过卡方检测、t 检验、秩和检验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宁夏地区甲状腺结节的总患病率为 29.1%，女性患者结节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60.6% 

vs51.6%，P<0.001），回族人群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低（66.4% vs 76.0%，P<0.001），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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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及饮八宝茶等生活习惯均会影响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分层分析显示年龄和 TSH 对甲状腺结

节的患病率影响最大，随着年龄的增加及 TSH 水平的升高，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是显著增加的。 

结论  宁夏地区的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在碘适量地区是偏高的，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与高龄、高 TSH 水

平的关系最为密切，除此之外，环境因素和生活习惯也同样不能忽视。 

 
 

PO-080 

鞘脂代谢途径在亚临床甲减所致流产中的作用研究 

 
周莹莹 1,2,单玲 1,3,代雯 4,范晨玲 1,单忠艳 1,滕卫平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内分泌研究所，辽宁省内分泌疾病重点实验室 

2.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3.辽宁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 

 

目的  大量研究提示妊娠期亚临床甲减与流产等有关。妊娠早期 TSH 即使在 2.5mIU/L 至妊娠特异

参考范围之间，自然流产的发生风险也会提高。鞘脂代谢在妊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精子

形成、卵巢功能、胚胎植入、妊娠维持和分娩，其代谢紊乱与不良妊娠结局，包括流产、子痫等有

关。本研究旨在从临床和动物实验中探讨鞘脂代谢紊乱在亚临床甲减所致流产中的作用。 

方法  建立临床甲减(CH）、亚临床甲减(SCH)、正常对照(CON) Wistar 孕鼠模型，于孕 13 天观察

胚胎吸收情况，计算胚胎吸收率，比较胎盘及胚胎组织重量差异。利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G13 天胎盘 S1P 受体（S1PR1-5）、鞘氨醇激酶（SPHK）、甲状腺激素受体（TRα、

TRβ）及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的 mRNA 表达及蛋白水平。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促血管生

成因子（VEG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EK）/细胞外蛋白激酶（ERK）/基质金属蛋白酶 2

（MMP2）及抑制物-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物 2（TIMP2）蛋白水平。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妇科门诊收集亚临床甲减流产组（SCH 组）及自愿中止妊娠的正常对照组（CON 组）。SCH 组入

组标准为 TSH≥2.5mIU/L。利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绒毛组织 S1PR1-5、SPHK、

TRα、TRβ、TSHR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MMP2、TIMP2 及 VEGF 蛋白水平。 

结果  G13 天孕鼠 CH 组与 SCH 组胚胎吸收率较 CON 组明显升高（p<0.05），胚胎及胎盘重量明

显降低（p<0.05）。SCH 组 TRα、S1PR1、S1PR2、SPHK mRNA 表达及蛋白水平明显高于

CON 组（p<0.05）。SCH 组和 CH 组与 CON 组相比，MEK1+2、p-ERK、MMP2 及 VEGF 蛋白

水平显著降低（p<0.05）。TIMP2 蛋白水平趋势与 MMP2 相反，且有统计学差异(p<0.05)。人群

研究结果显示， SCH 组绒毛组织 TRα、S1PR1、S1PR2、S1PR3 mRNA 表达及蛋白水平均明显

高于 CON 组，且有统计学差异（p<0.05），MMP2 蛋白水平较 CON 组显著降低(p<0.05)。 

结论  动物及临床研究均提示鞘脂（鞘氨醇）代谢途径在亚临床甲减所致流产中起到一定的代偿作

用。 

 
 

PO-081 

大剂量甲强龙冲击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对代谢的短期影响 

 
李琴,布阿提卡木,韩兵,乔洁,姜博仁,张硕,王洋,周慧芳,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大剂量甲强龙冲击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对全身代谢，包括血糖、血脂、骨代谢、免疫

蛋白的短期影响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来我院就诊的 21 例中重度活动期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

者，所有患者均完成 12 周甲强龙冲击治疗：生理盐水 250ml+甲强龙 0.5g 静滴，1 次/周，连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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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接着生理盐水 250ml+甲强龙 0.25g 静滴，1 次/周，连用 6 周；甲强龙总剂量为 4.5g。在激素

治疗前后采集患者静脉血，检测血糖、血脂、骨代谢、免疫蛋白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结束时，即在 12 周完成 4.5g 甲强龙冲击治疗时，患者肝肾功能无明显变化。空腹血糖

（5.68±1.22 vs 4.84±0.44 mmol/l，p=0.03）和糖化血红蛋白（5.92±0.56 vs 5.68±0.55 %，

p=0.04）有轻度升高。甘油三脂和游离脂肪酸无明显变化，胆固醇，包括总胆固醇（5.73±1.56 vs 

4.22±0.63mmol/l，p=0.001），低密度脂蛋白（4.27±1.58 vs 2.88±0.55，p=0.001），高密度脂蛋

白（1.57±0.36 vs 1.24±0.28，p=0.001）均有明显上升。骨钙素、血钙、25（OH）维生素 D 无明

显变化，而骨形成标记物 I 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70.32±56.28 vs 126.15±65.50，

p=0.007）和骨吸收标记物 I 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特殊序列（β-CTX）（0.61±0.47 vs 1.33±0.46，

p=0.001）均有显著下降。同时患者 TRAb（2.70±2.53 vs 11.24±12.17，p=0.04）和 IgE

（27.21±5.37 vs 60.33±43.48，p=0.02）有显著下降。 

结论  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应用大剂量甲强龙冲击治疗 12 周后，血糖有轻度升高；胆固醇水平明

显升高；骨的转化和免疫蛋白被显著抑制。 

 
 

PO-082 

肝硬化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特点分析 

 
肖显超,李博,于慧慧,王桂侠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 CHILD 分级肝硬化患者血清 TSH、游离 T3、游离 T4 水平，分析肝硬化患者

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特点。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间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住院治疗的肝硬化患者

共 415 例，其中乙型肝炎后肝硬化 273 例，丙型肝炎后肝硬化 142 例；入选标准：完成血清

TSH、游离 T3、游离 T4、抗过氧化物酶抗体、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水平检测；排除标准：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的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显著性标准 α=0.05。 

结果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低 T3 患病率 14.1%，低 T4 患病率 7.8%，低 T3/T4 患病率 8.5%，丙

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低 T3 患病率 10.9%，低 T4 患病率 10.9%，低 T3/T4 患病率 4.3%；两种病因

肝硬化 CHILD 分级 C 级患者低 T3 患病率均高于 A、B 级，CHILD 分级 C 级患者游离 T3 水平低于

A、B 级；TSH、游离 T4 水平、低 T4 患病率在肝硬化不同 CHILD 分级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游

离 T3 水平与胆碱酯酶、白蛋白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36 和 0.635。 

结论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低 T3 患病率高于低 T4，丙型肝炎后肝硬化低 T3、低 T4 患病率无明

显差异；低 T3 患病率与肝硬化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低 T4 患病率与肝硬化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

性；游离 T3 水平与胆碱酯酶、白蛋白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PO-083 

江西部分城乡甲状腺疾病与碘营养现状调查 

 
王俊,沈云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江西部分城乡居民甲状腺疾病患病率、甲状腺自身免疫状态以及碘营养状况；分析碘营

养状况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 

方法  随机抽取江西省人群中 2665 名成年进行调查，同时行血液生化学测定、甲状腺功能测定和

甲状腺 B 超检查；最后纳入数据分析的有 2626 名。根据检验结果评估甲状腺疾病患病情况及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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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现状。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甲状腺疾病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资料、血清学资料。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价甲状腺疾病、甲状腺自身免疫状态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  1、成年人 UIC 为 176.5ug/L。 

2、临床甲亢、亚临床甲亢、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及甲状腺激素抗体阳性

率分别为 0.7%、0.4%、0.8%、8.9%，8.1%和 11.3%。 

3、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OR=2.31,95%CI：1.27-2.42）、女性

（OR=1.07,95%CI：1.05-1.09）、年龄大（OR=0.58,95%CI：0.35-0.97）者更易发生甲状腺结

节；有甲状腺疾史（OR=3.72,95%CI：2.25-6.16）、女性（OR=0.45,95%CI：0.29-0.70）、年龄

大（p=0.047）和碘过量（p=0.032）者更易出现甲状腺激素抗体阳性；有甲状腺家族史

（ OR=11.16,95%CI ： 3.35-37.24 ） 、 男 性 （ OR=1.07,95%CI ： 1.05-1.09 ） 、 碘 过 量

（OR=0.12，95%CI:0.03-0.52）更易发生甲亢；年龄大（OR=1.01，95%CI=1.01-1.02）、女性

（ OR=0.63,95%CI:0.43-0.93 ， p=0.02 ）； TPOAb （ OR=0.23 ， 95%CI=0.15-0.35 ）、 TgAb

（OR=0.53，95%CI=0.34-0.84）阳性、碘过量更易发生甲减（OR=0.55，95%CI=0.38-0.80）。 

结论  1、江西部分城乡居民碘营养总体良好，处于碘充足状态。 

2、江西部分城乡居民临床甲亢、亚临床甲亢、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及甲

状腺激素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0.7%、0.4%、0.8%、8.9%，8.1%和 11.3%。 

3、家族史、增龄、女性是发生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 

4、家族史、女性、增龄与抗体阳性相关。 

5、家族史、男性、碘过量是甲亢的危险因素。 

6、增龄、女性、抗体阳性、碘过量是甲减的危险因素。 

 
 

PO-084 

北京地区甲状腺结节和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评估 

 
张媛媛,王旭红,孙荣欣,郑召辉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 

 

目的  近年来，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显着增加。了解新的流行病学特征清楚地确定导致其高发病率

的新病因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自从 1995 年引入食盐加碘以来，中国对甲状腺结节的流行几

乎没有大规模的调查。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评估甲状腺结节可能的危险因素以及甲状腺结节与

尿碘浓度之间的关联。 

方法  在这项横断面研究中，包括了年龄在 30 岁以上的 6040 名北京通州社区的居民。 

结果  我们的结果表明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为 44.3％。甲状腺结节在女性中的患病率高于男性（女

性 VS 男性为 32.5％比 11.7％）。老年人的甲状腺结节患病率越高。代谢综合征患者甲状腺结节

患病率明显高于非代谢综合征患者。随着代谢综合征组分的增加，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增加。较高

或较低的尿碘更容易发生甲状腺结节。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 [OR = 1.375，（1.212; 

1.559）]，年龄[OR = 1.026，（1.018; 1.033）]和代谢综合征是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TSH

水平与甲状腺结节的保护因素。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北京的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很高。女性，年龄较大和代谢综合征增加对

甲状腺结节的易感性。在正常 TSH 水平内低水平 TSH 较高 TSH 水平更易发生甲状腺结节。甲状

腺可能是另一个参与代谢综合征的靶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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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 

中国妇女妊娠期特异性甲状腺功能指标的 

参考范围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高晓彤,李咏泽,李嘉姝,刘爱华,孙威,滕卫平,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甲状腺激素在妊娠期呈动态变化，不同地区、人群、试剂盒及检测方法所测得的甲状腺激素

参考范围存在差异。2017 年美国甲状腺学会（ATA）的妊娠及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推荐可以

使用 4.0 mU/L 作为妊娠早期 TSH 参考范围上限的切点值。本研究系统评价了中国各地区、各试剂

盒检测的妊娠期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寻找妊娠期甲状腺激素的变化规律, 运用 Meta 分析的方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汇总，探讨 2017 年美国 ATA 指南的推荐是否适用于我国，为建立中国妊娠期特异

性甲状腺功能指标的参考范围提供依据。 

方法  首先，计算机检索 PubMed 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SCIE 数据库、CNKI 数据库、维普

数据库和万方医学数据库。收集从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发表的相关中、英文文献。然

后，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对相关资料进行提取，在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后，计算妊娠

期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和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参考范围的相对变化率 , 运用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2.0 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 Meta 分析共纳入 11 个研究，覆盖了 9 个城市及 5 种参考试剂及仪器，合计 11629 名中国

妊娠妇女。Meta 分析指出对比试剂盒提供的正常人甲功参考范围，在妊娠早期血清 TSH 呈下降趋

势，其参考范围上限下降了 21.7% (5.0% - 36.6%)，下降后的切点值接近于 4.0 mU/L，其参考范

围下限下降了 85.7% (73.5% - 97.1%)；而妊娠早期血清 FT4 的参考范围上限变化幅度较小，其参

考范围下限对比非妊娠人群上升了 6.8% (1.0% - 14.6%)；在妊娠中期血清 FT4 呈逐渐下降的趋

势，其参考范围上限下降了 21.8% (2.5% - 31.8%)，下限下降了 12.7% (2.6% - 19.6%)；在妊娠晚

期血清 FT4 水平继续下降，其参考范围上限下降了 25.1% (12.7% - 35.0%)，下限下降了 20.9% 

(14.8% - 27.3%)。 

结论  不同地区、试剂盒及检测方法所测得的妊娠期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间存在差异，建议各地区

尽快建立起地区及仪器试剂特异性的妊娠期甲状腺指标参考范围。若无法满足以上条件，可使用

4.0 mU/L 作为中国女性妊娠早期血清 TSH 参考范围上限，该切点值接近于非妊娠期血清 TSH 参

考范围上限下降了 22%。 

 
 

PO-086 

2009 年—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疑诊继发性高血压的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 

 
张馨月,徐师师,潘晓晖,童南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疑诊继发性高血压的住院患者

的临床资料，探究目标人群高血压的病因及病种构成，并从年龄分布及低钾血症两方面来分析总结

其与高血压病因的关系。 

方法  在病案科检索 2009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内分泌代谢科 14 岁以上的住院并且出

院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纳入标准为筛查高血压病因的住院患者；排除标准为病历资料不完整的患

者。通过住院号查询病史资料，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目标人群，采集目标人群的临床资料如年

龄、高血压初诊年龄、性别、血压及血钾浓度等。采用 SPSS 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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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纳入疑诊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共计 1644 例，包括原发性高血压 1147 例（69.8%）、

继发性高血压 406 例（24.7%）和不明原因高血压 91 例（5.5%）。在继发性高血压中，约 80%为

内分泌性高血压，其中原醛占 60.3%。（2）在青年组（15-29 岁），继发性高血压最常见的原因

为慢性肾脏病；在中青年组（30-44 岁）、中年组（45-59 岁）及老年组（≥60 岁），原醛为最常

见的继发性高血压病因。原发性高血压组平均初诊年龄（42.85±13.55）岁，继发性高血压组平均

初诊年龄（39.89±11.25）岁，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01）；（3）合并低钾血症的高血压患

者共计 575 例，包括继发性高血压伴低钾血症 281 例（48.9%），原发性高血压伴低钾血症 223

例（38.8%）和不明原因高血压伴低钾血症 71 例（12.3%）。在继发性高血压伴低钾血症中，原

醛占 70.5%；在原发性高血压伴低钾血症中，不明原因低钾血症占 72.2%。 

结论  在内分泌代谢科疑诊继发性高血压的 14 岁以上住院患者中：（1）原发性高血压的比例最

大。（2）继发性高血压中大多数为内分泌性高血压。（3）原醛为最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和内分泌

高血压的病因。（4）不同年龄组高血压的常见病因不同，不同病因在每个年龄组的分布也不相

同。继发性高血压的发病年龄比原发性高血压发病年龄早。（5）若高血压和低血钾同时存在，继

发性高血压伴低钾血症的比例最大，原发性高血压伴低钾血症也不少见。（6）对于经过临床评估

仍为不明原因高血压伴低钾血症的患者，有必要进行基因检测来帮助诊断及治疗。虽然我们的资料

分析有缺陷，但可为继发性高血压患者的病因诊断思路提供参考。 

 
 

PO-087 

比较醛固酮对腹腔脂肪分布、胰岛功能、骨密度 

及糖脂代谢的影响及相关性分析 

 
栗夏莲,朱贝贝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手术确诊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和体重匹配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腹腔皮下及内脏

脂肪、胰岛功能、糖脂代谢和骨密度，了解醛固酮对其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经实验诊断及手术确诊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26 例）及原发性高血压（36 例）

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OGTT 及胰岛素释放、血脂、血钾、卧立位醛固酮、24h 尿醛固酮，

通过 QCT 测量腹腔总脂肪面积 TFA、腹腔内脏脂肪面积 VFA、腹腔皮下脂肪面积 SFA 及骨密

度，计算 BMI、腰臀比、V/S、HOMA-IR、胰岛素曲线下面积 INSAUC、卧立位 ARR，根据 BMI

分别分为体重正常组、超重组及肥胖组。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体重正常组相比，原醛组 INSAUC 高于原发性高血压组，FINS、HOMA-IR 无统计学差

别。两组超重组、肥胖组相比，INSAUC、FINS、HOMA-IR 均无统计学差别。原醛组 3 组间

INSAUC、FINS、HOMA-IR 均无统计学差别。原发性高血压组 3 组间 HOMA-IR 有统计学差别，

且肥胖组大于超重组，超重组大于体重正常组。两组 TFA、VFA、SFA、V/S、BMD、FBG、

PBG、TG、TC、LDL、HD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卧立位醛固酮与血钾、空腹胰岛素、HOMA-

IR、INSAUC、TFA、SFA、VFA、V/S 无相关性，HOMA-IR 与 TFA、VFA、SFA、BMI、WC、

HC、FINS 成正相关，VFA 与 FINS、BMI、 WC、HC、SFA 成正相关，VFA 与 BMD 成负相关，

SFA 与 FINS、BMI、 WC、HC 成正相关，TFA 与 SFA、BMI、FINS、VFA、HC、WC 成正相

关。原发性高血压组 HOMA-IR 与 FINS、PBG、FBG、WC、VFA、TFA 成正相关，VFA 与

WC、BMI、FINS、TG、WHR、V/S、HC 成正相关，SFA 与 BMI、HC 成正相关，TFA 与 WC、 

HC、BMI、WHR、TG、FBG 成正相关，FINS 与 VFA、PBG、WHR、TG、TFA 成正相关。 

结论  与同体重的原发性高血压相比，醛固酮对腹腔脂肪面积及分布无明显影响。醛固酮可一定程

度增加体重正常组的胰岛素抵抗，对超重及肥胖组无明显影响。腹脂含量越多、BMI 越大，胰岛素

抵抗越严重。腹腔内脏脂肪面积与骨密度成负相关，提示腹脂含量与骨质疏松有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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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8 

库欣综合征患者心血管并发症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皇甫丽丽,谷剑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收集我院库欣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病因库欣综合征患者心血管并发症发生

情况并分析其危险因素。 

方法  我院库欣综合征患者，按病因不同分为垂体组（库欣病组）、肾上腺组（肾上腺源性库欣综

合征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等）、血压、相关检查（一般实验室及激素水平检

查，颈动脉及下肢动脉彩超、心脏结构及左心功能测定、静息或动态心电图等）。根据是否发生并

发症分组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相关分析。 

结果  1、垂体组在皮质醇水平（8am，24am）及糖代谢异常比例高于肾上腺组（p<0.05）；2、

两组左室结构异常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05），左室结构异常组高血压、糖代谢异常及凝血异常

比例高于正常组，且异常组以女性为主（p<0.05），多因素分析:糖代谢异常为左室结构异常的危

险因素；3、垂体组左室功能异常比例高于肾上腺组（p<0.05），多因素分析：糖代谢异常为左室

功能异常的危险因素；4、对整体左室结构和/或功能异常行单因素分析：异常组高血压及糖代谢异

常发生比例、ATII（立位）、TG 高于正常组（p<0.05），多因素分析:糖代谢异常为整体左室结构

和/或功能异常的危险因素；5、垂体组心律失常比例高于肾上腺组（p<0.01），单因素分析:心律

失常组 LDL 高于无心律失常组（p<0.05），多因素分析:LDL 为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6、两组 ST-

T 改变发生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05），单因素分析:ST-T 改变组 TG、HbA1c 高于无 ST-T 改变

组，多因素分析:病程为 ST-T 改变的危险因素；7、两组颈动脉病变发生比例无统计学差异

（p>0.05），单因素分析:有病变组 HomA-IR、ATII（卧位）高于无病变组（p<0.05），多因素分

析:年龄为颈动脉病变的危险因素；8、两组下肢动脉病变发生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05），单因

素分析:有病变组病程、HbA1c、ATII（卧位）高于无病变组、HDL 低于无病变组（p<0.05），多

因素分析:性别、年龄为下肢动脉病变的危险因素。 

结论  1.垂体组皮质醇水平（8am，24am）及糖代谢异常比例高于肾上腺组。2.垂体组左室功能异

常、心律失常比例高于肾上腺组。3.糖代谢异常为左室结构及功能异常、整体心脏结构和/或功能异

常的危险因素；LDL 为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病程为 ST-T 改变的危险因素；性别、年龄为下肢动

脉病变的危险因素；年龄为颈动脉病变的危险因素。 

 
 

PO-089 

双侧嗜铬细胞瘤的临床特点 

 
张诗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双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临床特点，并比较与单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异同。 

方法  收集 1994 年至 2017 年在北医三院收治的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选取至少一侧

术后病理结果证实为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对侧肾上腺占位影像学高度提示为嗜铬细胞瘤的双侧肾上

腺嗜铬细胞瘤的患者，另选取病理证实为单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患者。回顾性分析患者病历资

料，包括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结果、良恶性、术后复发情况、术后血压

控制情况，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点。 

结果  双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患者（共 13 例）发病年龄 6～69 岁（平均 33.2 岁），单侧肾上腺嗜

铬细胞瘤患者（共 89 例）发病年龄 16～83 岁（平均 46.5 岁）（P=0.003）。30.7%的双侧肾上

腺嗜铬细胞瘤为家族性嗜铬细胞瘤，单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均非家族性性嗜铬细胞瘤。36.4%的双

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至少一侧为多个肿瘤，1.1%的单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至少一侧为多个肿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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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23.1%的双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患者出现术后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复发，3.37%的单侧肾

上腺嗜铬细胞瘤患者出现术后复发（P=0.005）。双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患者出现高血压、头痛、

心悸、大汗、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的比例均高于单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患者，两组在头痛、多汗

表现上有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002、0.003），其他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与单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相比，双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发病年龄轻，家族性嗜铬细胞瘤较多

见，主要为多发性内分泌瘤 2 型，临床表现更重，多发肿瘤发生率高，术后复发率高。 

 
 

PO-090 

双侧岩下窦及多平面静脉取血在疑难 Cushing 综合征中的应用 

 
冉建民,李正辉,谢彬,刘薇,熊晓清,张如意,冯琼,陈广树,郭坚,张扬,朱平,劳干诚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双侧岩下窦静脉取血(BIPSS)测定中央及外周血 ACTH 水平对 Cushing’s 病的定位是一种有

价值的介入诊断方法。该法同时可将导管置入不同平面的静脉引流区域留取标本，对异位 ACTH 综

合征原发病灶的定位也有一定价值。本文分析 2 例疑难 Cushing 综合征的诊断经过及 BIPSS 的应

用价值。 

方法  对 2017 年我科诊断的 2 例疑难 Cushing 综合征患者的诊疗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 患者 A 为 57 岁女性患者，有长期的高血压和 2 型糖尿病(T2DM)病史，近 1 年出现面部变

圆、体重增加、皮肤菲薄、下肢水肿等改变。皮质醇节律检查节律消失， 24:00 ACTH 

9.41pmol/L、血皮质醇(F) 604.38 nmol/L；小剂量地塞米松(DXM)抑制试验血 F 不抑制，8mg 午夜

一次法 DXM 抑制试验 8:00 血 F 抑制超过 50%。患者近 7 年垂体 MRI 检查等均显示垂体柄左侧占

位病变约 8×4mm。经多学科讨论认为非典型垂体腺瘤，不排除鞍区脑膜瘤。为明确垂体占位性质

行 BIPSS 及外周多平面静脉取血，结果发现左、右两侧岩下窦 ACTH 水平分别为 141.40pmo/l 和

8.17pmol/l，明确垂体左份 ACTH 瘤诊断。经蝶切除术后病理证实为垂体多激素分泌腺瘤，患者

Cushing 综合征症状完全缓解。 2) 患者 B 为 53 岁女性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多年，轻度 T2DM。近

半年血压水平高，双下肢进行性浮肿伴面容改变。查血皮质醇节律显示节律消失，ACTH 及血 F 显

著升高，24:00 ACTH 22.21pmol/L、血 F 731.99 nmol/L；8mg 午夜一次法 DXM 抑制试验 8:00 血

F 不能抑制。结合患者有严重低钾血症及碱中毒等改变，考虑异位 ACTH 综合征可能性较大。但经

全身多种影像学检查、PET-CT 联合奥曲肽现象等均不能找到原发灶。后行 BIPSS 及不同平面静

脉取血，测定 ACTH 引流最高水平为右侧岩下窦及颈内静脉。再行 3.0T MRI 检查显示垂体后缘低

密度灶，大小约 2-3mm。经蝶切除术后病理结果显示 ACTH(+)，证实为 ACTH 瘤。术后患者症状

显著缓解，血 ACTH 和 F 明显降低。 

结论  BIPSS 联合不同平面静脉取血测定 ACTH 对于 ACTH 依赖性 Cushing 综合征的定位诊断具

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PO-091 

278 例住院患者低钾血症的回顾性分析 

 
汤婧婧 

西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78 例住院患者低钾血症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

断、治疗等特征，通过回顾性分析不同发病原因导致低钾血症的不同特点及相应发病机理，以求进

一步指导临床工作中关于低钾血症的及时并正确的诊断、治疗、预防，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死亡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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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于 278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所有确定入组的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病例回顾，包括回顾

一般情况，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查体、实验室生化检查及影像学检查，重点

记录与低钾病因相关的特异性检查检验结果等。收集记录确诊后所采取的治疗方案，以及不同治疗

方案的效果。分析其病因构成及临床特点。 

结果  （1）278 例特殊原因导致低钾血症中，轻度、中度、重度 HK 分别为 117 例（42.1%）、88

例（31.7%）、73 例 （26.3%）。（2）导致低钾血症前三位原因依次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肾

小管酸中毒、库欣综合征。（3）低钾血症中由内分泌疾病导致的共 212 例，占总例数的

76.26%，分别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35.38%）、肾小管酸中毒（27.36%）、库欣综合征

（16.51%）、嗜铬细胞瘤（14.15%）、Gitleman 综合征（4.25%）、甲亢（1.41%）、Bartter 综

合征（0.94%）；非内分泌性低钾血症 66 例患者中，特发性低钾性周期性麻痹者最多，其次为肾

动脉狭窄。（4）其中中重度低钾血症患者男性所占比例均较轻度低钾血症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5）重度低钾血症患者平均住院时间较轻中度及重度时间长，但差异没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1）西安交大一附院住院患者低钾血症最主要的原因归因于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原发性醛固

酮增多症、肾小管酸中毒、库欣综合征是导致低钾血症重要原因。（2）与内分泌疾病相关的低钾

血症的六大原因中，肾上腺疾病占绝大多数，而肾上腺三类病因中又以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为最常

见。（3）在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中甲状腺功能亢进症、Gitleman 综合征以及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三

种病因为重度低钾血症的最常见原因，且通过分析性别与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得知相比女性患

者，男性患者发生重度低钾血症的几率要高。 

 
 

PO-092 

肾上腺结核 26 例临床分析 

 
任艳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 

 

目的  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又称 Addison’S 病，在我国多由肾上腺结核破坏了肾上

腺的绝大部分而引起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不足所致，肾上腺结核临床较少见，我院自 2000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诊治肾上腺结核引起的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26 例，本文对其临床资料进

行综合性回顾性分析，现结合病例及文献资料分析报告如下 

方法  一旦确诊为肾上腺结核合并 Addison’s 病，就应立即开始糖皮质激素的终身替代治疗，一般

采用氢化可的松或泼尼松，主要目的是改善症状和控制血清 ACTH 在正常范围内。根据身高、体

重、性别、年龄、体力劳动强度等，确定合适的基础量。每日剂量开始时约氢化可的松 20~30 mg 

或可的松 25~37 mg，以后可逐渐减量，约氢化可的松 15~20 mg 或相应量的可的松。若皮肤色素

沉着改善不明显，需改用长效激素替代治疗 [4]。26 例患者均给予高盐饮食同时，均在进行含

HRZE 四联正规抗结核治疗同时加用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强的松 2.5mg-10mg/d）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血沉、血浆皮质醇水平渐恢复正常出 

院后门诊随访，多数患者皮肤黏膜色素明显减退，症状改善 26 例中 13 例治疗 3 年后复查肾上腺

CT：提示有钙化。 

结论  当有 Addison’s 病的临床表现时，我们首先应想到肾上腺结核存在的可能，完善检查系统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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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3 

螺内酯单药治疗及低剂量螺内酯 

联合治疗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估 

 
蒋怡然 1,2,张翠 1,2,姜蕾 1,2,苏颋为 1,2,周薇薇 1,2,王卫庆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2.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比较螺内酯单药治疗及小剂量螺内酯联合治疗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特醛症)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 

方法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2 周洗脱期，48 例特醛症随机分为螺内酯单药治疗及联合治疗组，

观察 16 周血压达标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治疗 16 周，单药治疗组血压达标率为 70.8%(17/24)，联合治疗组血压达标率为

95.8%(23/24)，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治疗期间均无高钾血症发生。单药治疗组 2

例出现肾功能不全，5 例出现男性乳房发育；而联合治疗组无肾功能不全及男性乳腺发育。 

结论  小剂量螺内酯联合治疗在有效控制血压、血钾情况下，不增加肾功能不全及男性乳房发育等

不良反应，可作为特醛症新一代治疗方案。 

 
 

PO-095 

药物性低血糖对于下丘-垂体-肾上腺轴的影响 

 
帅瑛,吴莉莉,金仙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低血糖本身可以抑制反调节激素对于低血糖的反应，导致包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皮质醇、儿茶酚胺、生长激素等对于低血糖无反应或反应低下，这种抑制作用可以随

着低血糖的纠正而消失。这一现象在胰岛素瘤患者中被研究较多，而在反复药物性低血糖的糖尿病

患者中主要见于病例报导。本研究观察住院糖尿病患者在低血糖发作时，皮质醇和 ACTH 对于低血

糖的反应，并尝试设计试验来区分低血糖导致的下丘-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抑制与糖尿病合并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病变。 

方法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部分糖尿病患者，在低血糖发作时（0 分钟）和纠

正低血糖后 30 分钟分别取血查血糖、ACTH 和皮质醇。剔除 0 分钟静脉血糖

≥4.0mmol/L 者后得到 11 名患者，搜集患者基础资料和低血糖发作状况，以最高血皮

质醇<18ng/dl 为 HPA 受损标志，观察患病率并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对于可疑 HPA

反应受抑制的患者择期静脉推注超小剂量 ACTH（ACTH1~39 0.2U），观察 0 分钟和推

注后 20 分钟血糖、皮质醇和 ACTH 变化。同期符合以上要求的 5 名胰岛素瘤患者作

为对照观察。 

结果  5 名胰岛素瘤患者 0 分钟血糖均<3.0mmol/L，2 名高峰血皮质醇低于 18ng/dl。糖尿病患者中

5 人 0 分钟血糖低于 3.0mmol/L，均为 1 型糖尿病，其中 1 人（20.0%）高峰皮质醇为 10.0ng/dl；

4 名 1 型和 2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 0 分钟血糖在 3.0~4.0mmol/L 之间，5 人（83.3%）高峰血皮质醇

低于 18ng/dl。对可疑 HPA 受损的 6 名糖尿病患者中 5 人行超小剂量快速 ACTH1~39兴奋试验，4

人 20 分钟血皮质醇可升高到 18ng/dl 以上，1 人对小剂量 ACTH 和去氨加压素兴奋试验均无反

应，大剂量 5 日法 ACTH 兴奋试验呈延迟反应。 

结论  胰岛素瘤和反复药物性低血糖的糖尿病患者都可观察到部分患者 HPA 轴对低血糖

反应降低；对低血糖刺激反应迟钝者，对小剂量 ACTH 刺激仍有反应，可以用来鉴别

低血糖合并 HPA 轴损伤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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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 

尿醛固酮与不同体位血浆肾素活性 

比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筛查价值 

 
朱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24h 尿醛固酮（UALD）与不同体位血浆肾素活性（PRA）比 UARR（UARR= UALD/ 

PRA）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的筛查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解放军总医院确诊的 123 例 PA 及 155 例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计算 UARR 和 ARR 值，应用 ROC 曲线得出 UARR 的曲线下面积

(AUC)、最佳切点，并与公认的筛查指标 ARR 进行比较。 

结果   立位 UARR 的 AUC 为 0.954，其最佳切点为 14.2 (nmol)/(μg﹒L-1﹒h-1)，敏感性为

91.87%，特异性为 88.64%； 卧位 UARR 的 AUC 为 0.918，敏感性为 78.05%，特异性为

87.12%；立位 UARR 的 AUC 高于卧位（Z=2.572，P=0.01）。立位 ARR 的 AUC 为 0.929，敏感

性为 85.88%，特异性为 90.91%；卧位 ARR 的 AUC 为 0.913,敏感性为 84.55%，特异性为

81.82%,立位 UARR 的 AUC 分别高于立、卧位 ARR 的 AUC（Z=2.094，P=0.036; Z=2.675，

P=0.008）。 

结论  立位 UARR 与 ARR 同样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一项有效筛查指标。 

 
 

PO-097 

CT 多曲面重组技术在显示糖尿病足足底神经特点中的应用研究 

 
吕喆,哈婷婷,龚雄辉,史也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目的  通过 CT 多曲面重组技术在同一层面显示糖尿病足足底神经的影像学形态，了解当发生糖尿

病足时足底神经的改变特点，为临床评估及治疗提供直观的影像学依据。 

方法  顺序选取 2015 年 8 月-2017 年 6 月经我院内分泌科临床诊断 2 型糖尿病并发糖尿病足的患者

17 例（DF 组），对照组按照与病例组性别相同、年龄相近（±3 岁）原则以 1:2 的比例匹配，非糖

尿病患者 34 例（NDF 组）。所有入组患者均行足部 CT 检查，通过 CT 后处理技术同层显示径神

经远端、足底内侧神经及足底外侧神经，并分别测量 A1 点即胫神经测量点、A2 点即足底内侧神经

近侧测量点、A3 点即足底内侧神经远端测量点、A4 点即足底外侧神经测量点，并比较各测量的前

后径及左右径。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DF 组和 NDF 组各测量点径线间

均值比较。采用 Philips （Ingenuity CT）64 排螺旋 CT 机扫描，足部扫描：患者仰卧位，足先

进。双足踩于床面，扫描范围为足跟至足尖。螺距：0.392，管球转速 0.75 s/rot，FOV：240 

mm，电压：120 Kv，电流：200 mA，层厚：3 mm，层间距：3 mm。下肢 CTA 扫描：患者仰卧

位，足先进。扫描范围为腹主动脉分叉处上 1cm 至足尖。螺距：0.984，管球转速 0.75 s/rot，

FOV：400 mm，电压：120 Kv，电流：300 mA，层厚：5 mm，层间距：5 mm。比剂采用碘佛

醇（浓度：320mgI/ml，剂量：90~110 ml/人），注射速率 4.0~4.5 ml/s，在对比剂注射 45s~55s

后行增强扫描。 

结果  NDF 组足底神经是由粗逐渐变细的连续的条索状结构，稍低于周围肌肉密度，增强扫描无明

显强化，神经边缘清晰、光滑。糖尿病足足底神经形态表现为神经经线增粗、边缘模糊，A1、

A2、A3 测量点糖尿病足足底神经的前后径及左右径均大于对照组，P＜0.005，A4 测量点两组间

前后径及左右径无统计学差异，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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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足足底神经较正常足底神经增粗、模糊，CT 多曲面重组技术成熟、可靠，方法简单，

同时可以准确的显示出神经形态、与周围组织间关系并测量神经径线，为临床提供直观的影像学依

据。我们认为在现阶段 CT 多曲面重组技术是连续显示足底神经较直观、满意的方法。 

 
 

PO-098 

反复非严重低血糖加重糖尿病小鼠神经元线粒体稳态失衡， 

导致突触损伤和认知功能障碍 
 

周宇 1,刘礼斌 1,陈洲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药学院 

 

目的  非严重低血糖长期伴随着经历降糖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虽不会直接威胁患者生命，但是反复

发作可以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我们通过研究反复非严重低血糖对糖尿病小鼠脑线粒体的影响，探讨

反复非严重低血糖致糖尿病大脑突触损伤及认知障碍的机制。 

方法  将 48 只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 4 组：正常组（NC）、正常+反复非严重低血糖组

（NH）、糖尿病组（DM）和糖尿病+反复非严重低血糖组（DH），模拟临床上 1 型糖尿病患者胰

岛素治疗过程中遭受的反复非严重低血糖事件。DM 及 DH 组采用链脲佐菌素(STZ)建立 1 型糖尿

病小鼠模型，并在实验全程皮下注射甘精胰岛素控糖；NH 及 DH 组通过腹腔注射普通胰岛素诱导

反复非严重低血糖（每周 2 次，每次 2 小时，连续 4 周，低血糖范围 2.5-3.0mmol/L）；每一步骤

对照组给予等体积溶媒。Morris 水迷宫检测认知功能；光镜和电镜观察海马 CA1 区突触结构及相

应神经元线粒体形态学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突触可塑性相关蛋白（PSD-95 及 Syn）表达情

况；检测海马组织线粒体膜电位（JC-1）、氧化应激（MDA、SOD）及能量代谢（ATP 含量及电

子传递链复合物 I 活性）等相关指标评估线粒体功能；Rt-PCR、Western blot、流式细胞术检测线

粒体动力学相关蛋白（Opa1、Mfn2 及 Drp1 等）及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Bnip3、LC3）的表达变

化。 

结果  反复非严重低血糖与糖尿病引起的高糖状态协同诱导过度的海马神经元线粒体分裂（由 Drp1

蛋白介导）及线粒体自噬（由 Bnip3 蛋白介导）。这种线粒体质量控制轴的失衡诱导海马神经元线

粒体形态退化，线粒体功能障碍（膜电位下降，氧化应激水平增加，能量代谢效率下降），并伴随

突触损伤（突触形态异常，突触蛋白表达下降），最终出现认知障碍 

结论  反复非严重低血糖加重糖尿病小鼠神经元线粒体稳态失衡，导致突触损伤和认知功能障碍。

临床上在纠正低血糖时，调控线粒体稳态可能作为一种脑保护的潜在靶点。 

 
 

PO-099 

不同血糖状态人胰岛细胞胰高血糖素样肽-1 受体的表达差异初探 

 
张丽贞 1,陈刚 2,温俊平 2,陈翔 1,林丽香 2 

1.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2.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比较正常血糖、糖耐量异常、糖尿病三种定义的不同血糖状态下人胰岛细胞上 GLP-1R 的表

达差异，分析临床常见因素对 GLP-1R 表达的影响，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 GLP-1 类似物治疗

2 型糖尿病。 

方法  福建省立医院提供了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手术切除保存的人胰腺组织样本。经

回顾性分析获得完整临床资料共 74 例，根据不同血糖状态定义流程将这些人源胰腺组织样本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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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组（16 例）、糖耐量异常组（29 例）及非糖尿病组（29 例）三组。采用免疫组化法直接检

测，阳性表达分别采用全定量和半定量计数评价。 

结果   

1、基线信息：  

统计学结果显示三组之间性别、年龄、平均 BMI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病程长短及治

疗史有统计学差异。进一步进行分层分析显示三组病程长短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0），

故病程长短是比较不同血糖状态 GLP-1R 表达差异的干扰因素。 

2、免疫组化： 

三组胰腺组织内均存在阳性表达，其中 GLP-1R 为细胞浆、细胞膜着色，阳性表达呈棕褐色。统计

学结果显示三组 GLP-1R、胰岛细胞的阳性表达全定量以及半定量的表达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组内 GLP-1R 与胰岛细胞量的 Pearson 相关性检验检验系数为 5.41，结果有显著的统计

学意义（P＜0.01）。GLP-1R 的表达与糖尿病病程长短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不同血糖状态下人胰腺组织胰岛 β 细胞上 GLP-1R 的表达无明显差异，但 GLP-1R 与胰岛细

胞呈正相关。另 GLP-1R 的表达在糖尿病病程长短中亦无明显差异，提示糖尿病病程长短可能不影

响 GLP-1R 的表达。 

 
 

PO-100 

中老年人群血清谷丙转氨酶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马丽娜 1,2,3,程棣 1,2,3,杜瑞 1,2,3,吴雪妍 1,2,3,徐瑜 1,2,3,徐敏 1,2,3,陈宇红 1,2,3,毕宇芳 1,2,3,王卫庆 1,2,3,陆洁莉 1,2,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3.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医学中心 

 

目的  研究中老年人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

性。 

方法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嘉定区 10 375 名 40 岁以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

检查及空腹采血检查血生化等指标。最终纳入分析的 8 877 名居民中女性 5 664 人，男性 3 213

人，男性人群平均年龄高于女性人群[(58.68 ± 9.22 对 57.65 ± 8.93)岁, P < 0.05]。心血管疾病预测

风险采用 10 年首次严重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

事件风险评估方法。 

结果  男性和女性中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均随着 ALT 水平的增加而逐渐升高。

女性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随着 ALT 的升高而增加，而在男性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随着

ALT 的升高呈现 U 型分布。男性人群中 ALT 第四分位(Q4)组高血压及脂代谢异常的患病率分别高

达 66.04%和 52.74%，女性人群中分别为 64.49%和 47.63%。按照 ASCVD 风险评分标准进行评

估后发现，男性和女性人群高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的比例随着 ALT 水平的升高而增加。Q4 组的

10 年首次心血管疾病预测高风险(ASCVD 评分≥7.5%)的患病风险，与第一分位(Q1)组相比，在男

性和女性人群中，分别增加 148%(OR =2.48，95%CI 1.78～3.45)和 139%(OR=2.39, 95% CI 

1.78～3.19)。女性人群中 Q4 组的高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的患病风险较第一分位(the first ALT 

quartile, Q1)组增加 96% (OR=1.96，95% CI 1.30～2.95)，而在男性人群中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1.15, 95%CI 0.78～1.70)。 

结论  在中国中老年人群中，血清 ALT 水平的升高，反映了高心血管危险因素及未来心血管疾病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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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1 

降钙素原乳酸比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感染的预测价值 

 
黄斌,叶山东,杨胜菊,陈超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患者感染早期不能及时使用抗生素及抗生素滥用是临床所面临的两大问题，本

研究通过检测有或无感染的 DKA 患者 PCT/Lac 值，旨在评估其在 DKA 感染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就诊的 DKA 患者 81 例，记录所有患者性

别、年龄、糖尿病病程、BMI，并明确患者糖尿病类型。入院 1 小时内抽取急诊血常规、生化、

CRP、PCT 并行动脉血气分析，记录白细胞、中性粒百分比、PCT、Hs-CRP、Lac、cr，计算

PCT/Lac 值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相较于非感染的 DKA 患者，感染组在白细胞计数（p=0.035）、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p=0.048）、PCT（p=0.014）、Lac（p=0.042）以及 PCT/Lac（p=0.001）之间明显升高，存

在统计学差异；2、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示入院后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降钙素原以

及 PCT/Lac 的增高均可预测 DKA 合并感染风险增大（均 p＜0.05）；3、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

胞百分比、降钙素原以及 PCT/Lac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AUC）分别为：

0.793±0.067、0.715±0.073 pct：0.804±0.063、pct/lac：0.908±0.046，PCT/Lac 相较于其他指标

具有更佳的预测效能。根据 ROC 曲线约登指数，PCT/Lac 相应的截点值为 0.25，其预测敏感性

82.35%，特异性 86.49%；4、分别校正一般资料、实验室指标后，PCT/Lac＞0.25 仍为 DKA 合并

感染的独立预测指标，HR 分别为 10.021（95%CI 1.665-60.306；p=0.012）；9.498（95%CI 

1.535-58.747；p=0.015）。 

结论  PCT/Lac 升高是 DKA 患者感染的独立预测因素，其值大于 0.25 可作为合并感染的诊断切

点。 

 
 

PO-102 

二甲双胍联合艾塞那肽治疗新诊断超重 2 型糖尿病疗效观察 

 
魏伟平,全会标,陈道雄,陈开宁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二甲双胍联合艾塞那肽治疗新诊断超重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并

观察经该降糖方案治疗 12 周后停用艾塞那肽，患者各指标的变化。  

方法  选取新诊断超重 T2DM 患者 50 例为研究对象，检测治疗前、二甲双胍联合艾塞那肽治疗 12

周及停用艾塞那肽 12 周患者体重指数（BMI）、空腹及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lc）、

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胰岛素水平、C 肽、餐后 2 h C

肽、脂联素、抵抗素水平、肿瘤坏死因子（TNF）-α 等指标。采用配对 t 检验比较治疗前与治疗 12

周、治疗 12 周与停用艾塞那肽 12 周上述指标的差异。 

结果  二甲双胍联合艾塞那肽治疗 12 周可有效降低患者 BMI（P<0.01），降低空腹及餐后 2 h 血

糖及 HbAlc（P<0.01），降低 TG、TC、LDL 水平（P<0.01），降低 HOMA-IR（P<0.05），升高

脂联素水平（P<0.05），降低抵抗素水平（P<0.01）及 TNF-α（P<0.01）。停用艾塞那肽 12 周

后，空腹及餐后 2 h 血糖、HbAlc、HOMA-IR、TNF-α 较联合治疗 12 周时升高（P<0.05），其余

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新诊断超重 T2DM 患者，早期二甲双胍联合艾塞那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有利

于患者后期的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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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 

自身免疫相关的严重高胰岛素血症性血糖异常—27 例病例分析 

 
于岁 1,2,杨国庆 2,窦京涛 2,汪保安 2,谷伟军 2,吕朝晖 2,巴建民 2,母义明 2,陆菊明 2 

1.烟台市毓璜顶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近 12 年在我科诊为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IAS）和 B 型胰岛素抵抗（B-

SIR）的病人资料，探讨这两种主要类型的自身免疫相关的高胰岛素血症性血糖异常综合征之间的

差异。 

方法  收集了 2006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 27 例诊断为 IAS 和 B-

SIR 病人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血生化检查、诊断、治疗及随访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及分析。 

结果  27 例病人中，21 例为 IAS，6 例为 B-SIR。8 例 IAS 病人合并 Graves 病有服用甲巯咪唑病

史，9 例合并 2 型糖尿病接受过胰岛素治疗。5 例 B-SIR 病人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27 例病人均

有血糖异常的临床表现，但 B-SIR 病人从症状出现到就诊的时间明显长于 IAS 病人（P=0.014）。

除了一个病人之外，其余所有 IAS 病人均有短暂性自发性低血糖发生，合并糖尿病的 IAS 病人均有

高血糖。所有病人血清胰岛素水平均明显升高，空腹胰岛素为 70.2-5743mU/L vs 118-851mU/L

（p=0.139），OGTT 2h 胰岛素为 73.8-13216mu/L vs 274-1143 mu/L(p=0.028)，但血清 IGF-1 水

平在两组病人中有明显差异，大部分 IAS 病人为正常范围（70.6%），而所有 B-SIR 病人血清

IGF-1 均明显减低（p=0.000）。B-SIR 病人的 HbA1c 水平明显高于 IAS 病人（6.88±1.89% vs 

12.6±1.32%， p=0.000）。两组病人的很多血生化指标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白细胞

（6.57±2.75*109/L vs 2.70±0.73*109/L，p=0.002），血小板（229±56.7*109/L vs 111±68.0*109 

/L，P=0.000），血肌酐（62.1±15.5ummol/L vs 42.2±7.47ummol/L， p=0.018）， 血白蛋白

（42.8±5.08g/L vs 43.1±7.05g/L，p=0.008）， Ig G（1178±285mg/ml vs 1832±469mg/ml，

p=0.000）和 C3(119±45.3mg/L vs 27.7±13.5mg/L，p=0.000)等。 

结论  IAS 和 B-SIR 都是自身免疫相关的高胰岛素血症性血糖异常综合征，我们发现这两种综合征

病人在合并疾病及一些临床指标存在很大差异，或许可以作为区分这两种高胰岛素血症性血糖异常

综合征的有意义参数  

 
 

PO-104 

母代铬缺乏改变子鼠胰岛素信号通路相关 

miRNA 紊乱的机制研究 

 
张茜,肖新华,郑佳,黎明,于淼,平凡,王志新,齐翠娟,王彤,王晓晶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母亲孕期营养不良能导致子代糖耐量紊乱的发生。营养不良不仅包括蛋白、碳水化合物和脂

肪，还包括微量元素。早期研究发现，铬元素是糖调节因子。本研究旨在探讨母鼠铬缺乏对子代糖

代谢的影响及相关 miRNA 机制。 

方法  C57BL 孕鼠分为低铬饮食组和正常对照饮食组。子鼠断乳后，进一步根据饮食分为正常组

（母亲正常饮食所生子鼠断乳后继续正常饮食）；正常-低铬组（母亲正常饮食所生子鼠断乳后低

铬饮食）；低铬-正常组（母亲低铬饮食所生子鼠断乳后正常饮食）；低铬组（母亲低铬饮食所生

子鼠继续低铬饮食）。检测血糖，进行口服糖耐量试验。在子鼠 16 周龄时，处死小鼠，检测血清

胰岛素水平和肝脏组织 miRNA 表达水平。 

结果  母代低铬饮食增加子代体重，血糖，血清胰岛素水平。即使在断乳后转回正常饮食，母代铬

缺乏仍然导致子鼠葡萄糖耐量低减和胰岛素抵抗。miRNA 表达谱芯片显示，母代铬缺乏导致子代

肝脏 8 个 miRNA 表达显著上调，6 个 miRNA 显著下调。miRTarBase 数据库 miRNA 靶基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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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8 个 miRNA 具有实验验证的靶基因。对这些靶基因进行通路分析显示，这些基因主要集中

在胰岛素信号通路。qPCR 验证了芯片的结果，低铬-正常组较正常组肝脏组织 miR327、miR-223-

3p 和 miR-466f-3p 表达显著升高，其靶基因 Slc2a4、Akt、Pdpk1 和 Pik3ca 显著下调。 

结论  母代铬缺乏饮食导致子代糖代谢紊乱，机制主要涉及胰岛素信号通路 miRNA 紊乱。 

 
 

PO-105 

胰岛素通过刺激肾小管葡萄糖重吸收减少尿糖排泄 

 
陈娟 1,孙子林 2 

1.东南大学医学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研究已证实糖尿病患者肾小管葡萄糖重吸收能力显著增强。经肾小球滤过的葡萄糖 90%以上

由位于近端小管刷状缘上的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SGLT2）负责重吸收。不管是糖尿病动物模

型还是糖尿病患者中，均发现显著上调表达的 SGLT2。然而，致使 SGLT2 上调表达的原因目前还

无法阐明。本研究旨在通过临床研究明确血清胰岛素水平和和尿糖排泄(UGE)的相关性，并通过基

础研究揭示潜在的机制。 

方法  本研究纳入 303 名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根据 UGE 水平分为两组，其中低 UGE (<178mg，

LUGE)有 62 名, 高 UGE (≥178mg，HUGE，178 为既往研究尿糖诊断糖尿病的切点值)有 241 名。

测量空腹血清胰岛素水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收集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两小时阶段

内的所有尿液，定量检测尿糖。Spearman 相关分析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胰岛素水平、HOMA-IR

与 UGE 的相关性。细胞实验，不同浓度的胰岛素（0、5、10、20ng/ml）干预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HK-2 细胞），评估葡萄糖摄取能力，western blot 和定量 PCR 分别从蛋白及基因水平检测

SGLT2 表达量的变化。 

结果  HUGE 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显著高于 LUGE 组，然而胰岛素水平较 LUGE 组显著降低 

(p < 0.001)。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胰岛素水平与 UGE 呈负相关（r = -0.120，p = 0.036）。进

一步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校正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年龄、性别及 BMI 后，升高的胰岛素水

平显著降低 HUGE 的风险（OR=0.93, 95%CI: 0.89-0.97, P= 0.001）。同样，多元校正后，

HOMA-IR 与 UGE 呈现独立负相关（OR=0.80, 95%CI: 0.71-0.91, P= 0.001）。细胞实验显示胰岛

素浓度依赖性地刺激葡萄糖摄取能力，western blot 和定量 PCR 实验显示 SGLT2 表达水平随着胰

岛素浓度增加显著上调。 

结论  胰岛素是 UGE 的独立影响因素。胰岛素通过上调 SGLT2 表达，刺激肾小管上皮细胞葡萄糖

重吸收能力，减少尿糖排泄，而这一变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高血糖。更好地理解胰岛素在肾脏葡萄

糖代谢中的作用有助于发现促进糖尿病发生与发展的新见解。 

 
 

PO-106 

2 型糖尿病与胃肠道相关肿瘤标志物 

及肿瘤术后远处转移的相关性 

 
陈铭,杨绍玲,李楠,王严茹,徐璐,周雪,董佳琪,李鸿,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目前 2 型糖尿病（T2DM）和胃肠道肿瘤预后的关系尚存争议，肿瘤标志物对监测肿瘤远处

转移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本研究旨在探讨 T2DM 与胃肠道相关肿瘤标志物及肿瘤术后远处转移的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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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2014 年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行根治性手术的胃癌和结直肠癌患

者 370 例的临床资料，术后随访期间评估是否发生远处转移。比较 T2DM 和非糖尿病组胃肠道相

关肿标（CEA、CA199、CA724、CA50、CA242）水平差异，分析空腹血糖（FPG）与肿标的相

关性；采用 Kaplan-Meier 法和 Cox 回归模型分析 T2DM 与远处转移的相关性；在 T2DM 组中，以

糖尿病病程（0-5 年，6-10 年，>10 年）、HbA1c（<6.5%，6.5-7.49%，≥7.5%）分亚组。 

结果  370 例患者中，T2DM 68 例（18.4%），截至 2017 年 10 月，平均随访 47 个月，术后 76 例

患者（30.7%）发生远处转移。术前，T2DM 组 CEA (3.92 vs. 2.37, P<0.001)、CA199 (15.40 vs. 

9.59, P=0.021)、CA724 (3.27 vs. 2.09, P=0.001)高于非 DM 组，两组间 CA50、CA242 无差异；

FPG 与 CEA (r=0.182, P<0.001)、CA199 (r=0.143, P=0.007)呈正相关。Kaplan-Meier 分析显示，

与非糖尿病组相比，T2DM 组术后转移率随着病程  (17.5% vs. 27.0% vs. 36.4% vs. 45.0%, 

P=0.002)和 HbA1c (17.5% vs. 30.8% vs. 32.0% vs. 36.7%, P=0.008)的增加而升高。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远处转移风险与 T2DM、年龄、BMI、CEA、CA199、CA724、肿瘤 TNM 分期、淋

巴转移、神经侵犯、脉管癌栓呈正相关(均 P<0.05)，且随着糖尿病病程(OR1=1.74, OR2=2.31, 

OR3=3.33)和 HbA1c (OR1=1.91, OR2=2.33, OR3=2.36)的增加而升高；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

校正上述混杂因素后，T2DM 仍是远处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70, 95%CI: 1.06-2.95, 

P=0.039)。 

结论  T2DM 患者的 CEA、CA199、CA724 水平明显升高，导致胃肠道肿瘤术后远处转移风险增

加，且随着糖尿病病程和 HbA1c 的增加远处转移风险逐渐升高。 

 
 

PO-107 

老年正常糖耐量人群３年转归 

以及胰岛素抵抗与铁蛋白水平的关系 
 

徐炯,刘军,查英,王芳,陈灶萍,盛励,査兵兵,顾勇,黄新梅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正常糖耐量人群铁蛋白水平与胰岛素敏感性、胰岛 β 细胞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

发生糖耐量异常的影响。 

方法  入选上海市闵行区江川社区 60 岁以上正常糖耐量老年人群 2005 例，对所有患者进行 3 年随

访，检测基线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

（2hPG）、空腹胰岛素（FINS）及血清肌酐（Cr）水平，并于３年后随访患者糖代谢及血清铁蛋

白（SF）等水平，采用稳态模型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定量胰岛素敏感性指数

（QUICK）评估胰岛素抵抗；采用处置指数（DI）评估胰岛 β 细胞功能。 

结果  3 年后 49.3％的老年正常糖耐量人群进展为糖尿病前期（IGR）、9.5％进展为 2 型糖尿病

（T2DM），与基线相比，随访后 LnHOMA-IR 升高，LnQUICK 及 LnDI 下降（P<0.05），并且随

着糖代谢紊乱的加重，LnSF 逐渐升高（P<0.05）；3 年随访后，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示 LnSF

与 HOMA-IR 呈正相关，与 LnQUICK 和 LnDI 呈负相关（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老

年正常糖耐量女性人群 3 年后 LnSF 与 LnHOMA-IR 呈独立正相关（P<0.05），男性人群 LnSF 与

LnFINS 呈独立正相关（P<0.05）。 

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胰岛素抵抗与铁超载的相互促进作用可能是老年正常糖耐量人群进展为糖

耐量异常的一个重要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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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8 

全国部分城市育龄期 1 型糖尿病女性患者 

妊娠相关知识掌握现况分析 

 
周泳雯,严晋华,骆斯慧,郑雪瑛,凌萍,吴泽开,邱丽玲,吕婧,杨黛稚,翁建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我国育龄期 1 型糖尿病（T1DM）女性患者妊娠相关知识掌握现况。 

方法  选取全国 7 个地区 11 家医院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8 月入组的 178 名育龄期 1 型糖尿病女

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备孕患者 47 人，孕早期（孕周≤13 周）、孕中期（13-28 周）、孕晚

期（≥28 周）分别有 30、12、12 人，平均年龄 30.43±4.34 岁，病程 20.52±7.62 年。本研究通过

与患者面对面交流，收集人口学资料、临床特征，填写糖尿病相关妊娠知识调查问卷。问卷共 13

个条目，覆盖孕前、孕期及围产期营养运动、血糖控制及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筛查等方面。所获数据

均记录在 Redcap 数据库并通过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78 例 T1DM 患者中，85.9%知道妊娠前糖化血红蛋白在 7%下时可以怀孕，78.5%患者认为

在孕晚期提前计划分娩是必须的，仅 2.2%患者因担心遗传问题而认为 T1DM 患者不能像正常人一

样怀孕生子。T1DM 患者对孕前补充叶酸及维生素、至少 30 分钟运动量/日知晓程度较高，分别有

93.6%及 96%。当涉及到代谢指标及并发症筛查，分别有 92%、94.2%、90.8%、95.4%患者认为

孕前有必要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查、血/尿酮体测定、糖尿病肾病及视网膜病变筛查。在血糖控制方

面，所有患者认为怀孕前必须加强血糖监测，且 90.1%患者认为孕前血糖监测必须涵盖每一餐餐后

血糖。而在针对 131 名 T1DM 妊娠患者的分析中，仅 65.6%接受过孕前咨询，且结果显示接受咨

询相比于未接受者孕前糖化血红蛋白更低(6.73±0.93% vs 7.55±1.38%, P=0.028),孕前发生严重低

血糖的人数更少（25.6% vs 61.9%, p<0.001)。 

结论  本研究提示我国育龄期 T1DM 女性患者妊娠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较好。对于育龄期 T1DM 女性

患者而言，进行孕前咨询能更好地控制血糖。 

 
 

PO-109 

胫骨横向骨搬移对糖尿病足患者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 

及 PI3K/AKT 信号通路的影响 

 
项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观察胫骨横向骨搬移术前、术后 1 月糖尿病足患者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变化，运用实时荧光

定量 PCR 技术检测骨搬移术前、术后 1 月糖尿病足患者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对表达量变化，初

步探讨干细胞动员在胫骨横向骨搬移治疗糖尿病足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至 2017 年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关节外科行胫骨横向骨搬移治疗的糖

尿病足患者 20 例（Wagner3 级以上），未用免疫抑制性药物、糖皮质激素等药物。分别在患者进

行骨搬移术前 1 天及骨搬移术后 1 月时采外周静脉血，运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患者的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观察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的变化，并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PI3K/AKT 信号通路

相对表达量变化。运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 OriginPro 8.5 作图。均数±标准差（x(—

)±s）进行描述，均数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胫骨横向骨搬移术后 1 月较术前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单位计数明显升高，其中爆式红细胞集

落形成单位计数：术后（74.95±9.63）vs 术前（46.20±7.43），P=0.000；粒细胞、巨噬细胞-集

落形成单位计数：术后（10.60±2.16）vs 术前（5.55±1.54），P=0.000。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

果：PI3K 相对表达量术后 1 月较术前升高，术后 1 月 PI3K 的相对表达量是术前的 2.19±0.5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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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7，AKT 相对表达量术后 1 月较术前升高，术后 1 月 AKT 的相对表达量是术前的

2.27±0.59 倍，P=0.0034。 

结论  胫骨横向骨搬移术作为糖尿病足新的有效治疗手段，其可能的治疗机制包含如下两点：1、动

员骨髓源干细胞（造血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内皮祖细胞等），促进其增殖、存活、迁移到糖足

溃疡部位进行再生修复。2、激活 SDF-1/CXCR4 轴介导的 PI3K/AKT 信号通路，参与调控骨髓源

干细胞的迁移、分化、存活等过程，促进糖尿病足溃疡愈合。 

 
 

PO-110 

血清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 5 

与中老年 2 型糖尿病代谢性炎症综合征的关系 
 
梁愿 1,李章春 2,卢薇 1,钟筑林 1,刘磊 1,许小红 1,王青 1,张巧 3,梁愿 1,李章春 1,卢薇 1,钟筑林 1,刘磊,许小红 1,王青 1,张

巧 1 

1.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2.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4.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5.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 5（SFRP-5）与中老年 2 型糖尿病（T2DM）代谢性炎症综合

征（MIS）的关系； 

方法  选取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T2DM 患者、T2DM 合并 MIS 患者和体检的健康者作为研究对象，年

龄≥45 岁。分为三个组：1、体检健康组（正常对照组），30 例，男女各 15 例；2、单纯糖尿病组

（T2DM 组），26 例，男性 11 例，女性 15 例；3、T2DM 合并 MIS 组（MIS 组），34 例，男性

19 例，女性 15 例。观察年龄、病程、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臀围、腰臀比、收缩压(SBP)、

舒张压(DBP)、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浆胰岛素(FINS)、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 1（IL-1）、血清 SFRP-5 等指标； 

结果  正常对照组、T2DM 组和 MIS 组的病程、BMI、腰围、臀围、腰臀比、SBP、DBP、TG、

TC、HDL-C、LDL-C、HbA1c、FINS、HOMA-IR、hsC-RP、IL-1、血清 SFRP-5 等指标组间比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SFRP-5 水平与病程、BMI、SBP、DBP、腰

围、臀围、腰臀比、FPG、TG、TC、LDL-C、FINS、HbA1c、HOMA-IR、hsC-RP、IL-1 呈负相

关（r=-0.638、-0.444、-0.334、-0.682、-0.555、-0.645、-0.423、-0.672、-0.692、-0.654、-

0.575、-0.640、-0.822、-0.656、-0.738），与 HDL-C 呈正相关（r=0.72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显示，病程、BMI、FINS、FPG、HOMA-IR 和 IL-1 是 SFRP-5 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血清 SFRP-5 与中老年 2 型糖尿病代谢性炎症综合征患者的病程、BMI、FINS、FPG、

HOMA-IR 及 IL-1 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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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 

miR-124-3p 在肝细胞重编程 

为胰岛素分泌细胞过程中的调控机制研究 

 
潘贵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小鼠原代肝细胞分化为胰岛素分泌细胞（IPCs） 过程中，通过不同程度

过表达及抑制 miR-124-3p 的表达，构建以 miR-124-3p 为核心的表达调控网络，阐明其在诱导分

化过程中的调控机制，为后续提高 IPCs 的诱导效率及肝细胞来源的细胞治疗糖尿病的临床转化和

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方法  采用肝脏组织直接剪碎的方法分离、培养小鼠原代肝细胞，并进行肝细胞糖原染色鉴定。随

后将肝细胞分别用不同的诱导剂 5-氮杂胞苷( 5-AZA)、曲古霉素 A( TSA)、维甲酸( ＲA）、胰岛素

-转铁蛋白-硒( ITS)、尼克酰胺（NA）及不同糖浓度的培养液进行诱导，同时以不含诱导剂的培养

液培养肝细胞作为阴性对照。诱导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Stage 0（S0）:肝细胞初始阶段;Stage 1

（S1）:肝细胞去分化; Stage 2（S2）:诱导为胰腺前体细胞;Stage 3（S3）:诱导为胰岛素分泌细

胞过程。在诱导分化过程中，分别过表达及抑制 miR-124-3p 的表达水平,并采用实时定量 PCR 方

法检测各时间点 miR-124-3p 表达水平，确定 miR-124-3p 过表达程度，计算各时间点表达差异倍

数。 

结果  在各阶段 miR-124-3p 在诱导分化过程中总趋势显著上调但呈阶段性波动变化，第一、第二

阶段显著上调并逐渐增加，第三阶段开始下调。各阶段上调倍数如下： S1/S0，9.11； S2/S0，

24.13； S3/S0，8.09。此外 Pdx1 基因表达同样受 miR-124-3p 直接或间接的调控，其表达与

miR-124-3p 表达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此外 miR-124-3p 靶基因还涉及 Insulin 胰岛素信号通路、胰

岛素分泌等多个胰腺细胞重要代谢及信号转导通路，由此可见，miR-124-3p 在肝细胞诱导分化为

IPCs 过程中起重要调控作用。 

结论  在诱导过程中过表达及抑制 miR-124-3p 的表达，会显著的影响 IPCs 的诱导分化效率及最终

IPCs 细胞的胰岛素产量。适当抑制 miR-124-3p 的表达，可以有效提高 IPCs 的诱导分化效率及最

终 IPCs 细胞的胰岛素产量。 

 
 

PO-112 

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FOXO1 水平 

与不同尿白蛋白排泄率的相关性研究 

 
徐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广泛存在于 2 型糖尿病（T2DM）人群

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未进行早期干预可会造成肾功损害甚至衰竭，是终末期肾病的关键成因。

早期诊断与防治 DKD，发现特异、敏感的实验室血清学指标对糖尿病患者至关重要。本文针对不

同尿白蛋白排泄率的 T2DM 患者血清叉头转录因子 O1( FOXO1，Fork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O1)

进行研究，探讨其与炎症因子骨桥蛋白( OPN，Osteopontin)及其他血清生物学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 型糖尿病患者，均是符合入组条件的初次就诊我院门诊或病房的患者。按照尿

白蛋白/尿肌酐比值(UACR)将研究对象划分入组: D1 组：正常白蛋白尿组(UACR＜30mg/ g，n 

=126)、D2 组：微量白蛋白尿组(UACR: 30~300 mg/g，n =118)、D3 组：微量白蛋白尿高血压组

(UACR: 30~300 mg/ g 患高血压，n=102)、D4 组：大量蛋白尿组( UACR＞300 mg/g，n=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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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组：大量蛋白尿高血压组( UACR＞300 mg/ g 且患高血压，n=88)。选择年龄、性别匹配的健

康体检者入组对照组(N 组)。采用 ELISA 法测定叉头转录因子 O1(FOXO1)和骨桥蛋白(OPN)。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T2DM 各组患者的 FOXO1、OPN 水平提高(P<0.05)，并随着 UACR 水

平升高而逐渐上升。血清 FOXO1 水平与体重指数、UACR、TG、尿酸、HbA1C、HOMA-IR、收

缩压、舒张压和 OPN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r=0.378、0.521、0.385、0.396、0.444、0.414、

0.629、0.516、0.342,均 P<0.01)，与 HDL-C 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 =-0.345，均 P<0.01）。 

结论  FOXO1 可能成为早期诊断和评估糖尿病肾脏疾病损伤病变的新血清生物学标志。血清

FOXO1 或成为糖尿病肾脏疾病诊治的新方向。 

 
 

PO-113 

小分子化合物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保护糖尿病小鼠的 

胰腺 β细胞及降低血糖 

 
李昱 1,Weidong Wang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Oklahoma Med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OK， USA 

 

目的  胰腺 β 细胞的内质网应激介导 β 细胞功能损伤和死亡，其在糖尿病的病理进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这为糖尿病提供了潜在的治疗方案。高通量筛选发现一个小分子合成化合物 RH01687 保 β 细

胞遭受衣霉素诱导的细胞功能损伤和死亡，但是 RH01687 对糖尿病小鼠的保护作用和潜在机制还

不清楚。 

方法  腹腔注射 STZ 建立小鼠糖尿病和 β 细胞内质网应激模型；CellTiter-Glo 试剂盒检测 β 细胞存

活率；ELISA 试剂盒检测胰岛素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内质网应激标志物 p-eIF2α 和 CHOP 水

平。 

结果  RH01687 处理 STZ 诱导的糖尿病小鼠可降低血糖，提升 IPGTT 和血清胰岛素水平；缓解糖

尿病小鼠 β 细胞内质网应激；改善 β 细胞数量减少和功能低下。体外试验证实，RH01687 显著降

低内质网应激下的 INS-1 细胞死亡和提升其胰岛素分泌水平；这一系列结果在人胰岛细胞上也得到

了证实。RH01687 还可降低衣霉素处理的 INS-1 细胞的内质网应激标志物 p-eIF2α 和 CHOP 水

平。 

结论  本研究证实 RH01687 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抵抗胰腺 β 细胞功能损伤和死亡。 

 
 

PO-114 

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传统的胆固醇指标 

更有助于预测女性发生糖尿病的风险 

 
刘璐 1,李秋 1,袁中尚 2,赵萌 1,张栩 1,张海清 1,郑冬梅 1,徐进 1,高聆 1,管庆波 1,赵家军 1,侯旭 1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大学 

 

目的  近年来，血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被证实是比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更有效的预测心血管疾病发病的指标，并被推荐作为调脂治疗中的次要控制指标。然而，non-HDL

对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论证。本研究通过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在使用胆固醇指

标预测糖尿病发病时，血清 non-HDL 与传统的胆固醇指标：总胆固醇（TC）、LDL 和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HDL）相比，是否可以更好地预测糖尿病的发病；并计算 non-HDL 预测糖尿病发病的

适宜切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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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1 年，共有 3,653 例糖耐量正常的中老年人（年龄>40 岁）纳入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其

中有 1,025 名男性和 1,805 名女性完成了 3 年随访并最终纳入分析。通过口服糖耐量试验确定受试

者在基线及 3 年随访时的糖代谢状态；在不同性别人群中分别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血清胆固

醇指标与糖尿病发病风险的关系；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法分析基线时不同的胆

固醇指标对 3 年随访结束时糖尿病发病风险的预测作用；通过计算约登指数寻找 non-HDL 预测糖

尿病发病的适宜切点值。 

结果  在男性研究对象中，血清 TC（P=0.750）、LDL（P=0.222）、HDL（P=0.774）、non-

HDL（P=0.451）均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无独立相关关系。在女性研究对象中，糖尿病的三年累积

发病率随血清 TC、LDL、non-HDL 水平的升高逐渐增加。在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模型中，在校正

混杂因素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随血清 TC、LDL、non-HDL 的升高呈剂量依赖性的增加。进一步

通过比较上述指标每变化 1 个标准差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发现，non-HDL 对糖尿病发病的影响比 TC

和 LDL 更大：血清 non-HDL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 43%（P=0.002）；而

TC 和 LDL 每增加一个 SD，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分别增加 33%和 30%。在全体女性研究对象

中，non-HDL 预测糖尿病发病的适宜切点值为 3.48mmol/L（灵敏度为 0.65，特异度为 0.58）；而

对于不同的肥胖程度的女性，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non-HDL 预测糖尿病发病的适宜切点值逐渐

升高。 

结论  在糖耐量正常的女性中，与 TC 和 LDL 相比，non-HDL 对糖尿病发病的影响更大。随肥胖程

度的增加，non-HDL 预测糖尿病发病的适宜切点值逐渐升高。 

 
 

PO-115 

Klotho 对糖尿病肾脏病中细胞自噬作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杨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脏病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也是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但目前关于其发生

发展的病理生理机制还不完全清楚。自噬是细胞内溶酶体的降解途径之一，研究证明，DKD 状态

下肾脏自噬水平明显受抑制，激活自噬可以起到保护肾脏的作用。Klotho 是一种抗衰老因子，并且

其选择性地高表达于肾脏，特别是肾小管上皮细胞，目前普遍观点认为其是一种主要由肾脏分泌的

激素，在各种急、慢性肾脏病中发挥着保护作用。目前，在糖尿病肾脏病方面尚无关于 klotho 与自

噬的关系的研究。本研究旨在研究 DKD 状态下 klotho 与自噬的相关性，并且探索 klotho 是否可通

过 AMPK 及 ERK 通路来改善肾脏自噬水平，从而起到肾脏保护作用，为进一步理解 klotho 及自噬

在糖尿病肾脏病的发病机制上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方法  以 STZ/HDF 诱导的糖尿病小鼠和体外培养的 HK2 细胞为研究对象，通过 RT-qPCR 测定

klotho mRNA、蛋白印迹及免疫组化测定 LC3B 表达、透射电镜观察细胞内自噬体。 

结果  1、DM 小鼠肾脏皮质的 klotho mRNA 表达降低，且自噬作用的下降幅度增大；高糖环境中

HK2 细胞的自噬受抑制。2、过表达 klotho 可以引起糖尿病小鼠的肾脏皮质的自噬水平上调，在高

糖培养的 HK2 细胞晚期依然可以上调自噬水平。3、Klotho 可以上调 AMPK 磷酸化和下调 ERK 磷

酸化的表达。 

结论  DKD 状态下 klotho 与自噬水平均明显降低，而过表达 klotho 可以显著改善其自噬水平，这个

过程可能是由于 klotho 通过上调 AMPK 磷酸化和下调 ERK 磷酸化的表达来实现的，这可能也是

klotho 起到肾脏保护作用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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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 

NOD 小鼠胰岛组织间质干细胞分泌的外泌体 

携带内源性反转录病毒抗原 

 
欧阳礼辰 1,张雯 1,戴飏 1,2 

1.江汉大学 

2.Dept. of Immunology，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SanDiego， California 92037， USA 

 

目的  探讨 NOD 小鼠胰岛组织初始抗原成份及诱导自身免疫反应和 1 型糖尿病的机制。 

方法  首先从胰腺中分离出小鼠的胰岛细胞团并在体外培养，收集体外培养的胰岛细胞上清中的外

泌体。 其次，将外泌体与 NOD 小鼠的脾细胞混合共培养，采用 CBA 细胞因子实验方法检测共培

养上清中 IFN-γ 的浓度，采用 CFSE 染色法检测共培养脾细胞中的 B 细胞亚群的增殖。同时 以流

式细胞技术分析由胰岛分离、培养得到的胰岛细胞，检测表达 Sca-1 及 CD105 等间质干细胞标记

分子，并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胰岛组织中表达 CD105 的间质干细胞的分布。最后，采用

westernblot 检测内源性反转录病毒（endogenous retrovirus, ERV）的核抗原（gag）在培养的胰

岛间质干细胞或所分泌的外泌体中的表达，并通过 RT-PCR 方法进一步确定胰岛分离出来的间质

干细胞中 IFN-α 及 ERVmRNA 转录。 

结果  体外培养的 NOD 胰岛产生大量的间质干细胞，其表达 Sca-1+和 CD105+分子。并释放外泌

体。该外泌体能够激活 NOD 鼠脾细胞分泌 IFN-γ 并能刺激部分 B220+细胞增殖。 与其相反，B6

鼠来源的胰岛，尽管同样能够产生间质干细胞并释放外泌体，但该外泌体缺乏激活脾细胞 IFN-γ 分

泌及诱导 B 细胞增殖的功能。抗原成份分析表明 NOD 鼠而非 B6 鼠的胰岛间质干细胞及其外泌体

表达 ERVgag 蛋白抗原。且表达 ERV 抗原的细胞仅局限于 CD45-Sca-1+间质干细胞而非 CD45+

血源细胞。 

结论  NOD 鼠胰岛干细胞分泌的外泌体表达 ERVgag 抗原，并具有强的免疫源性，提示外泌体可

能模拟类病毒诱导抗 ERV 的免疫刺激应答。 这一发现为进一步研究 ERV 在 1 型糖尿病发病中的

作用奠定了基础。 

 
 

PO-117 

1,25(OH)2D3 通过下调 TLR4 介导的炎症途径 

对糖尿病大鼠心肌的作用 

 
李凤翱 1,刘萍 1,2,汤绍芳 1,朱梅 1,邱明才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DM 和其慢性并发症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对其的认识已从糖脂代谢紊乱过

渡到免疫和炎症机制。DM 能够在不影响血压和冠脉血流的情况下影响心脏结构和功能，称之为糖

尿病心肌病。心肌炎症和纤维化参与了发病过程。研究表明 TLR4 介导的固有免疫的不适当活化和

炎症途径参与了 DM 和心血管疾病。维生素 D 不足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

1,25(OH)2D3能否通过下调 TLR4 介导的炎症途径对 STZ 诱导的 DM 大鼠心肌发挥保护作用，并对

不同干预剂量进行安全性和疗效的对比。 

方法  采用尾静脉注射 STZ 的方法制造 DM 大鼠模型。将实验大鼠随机分为 7 组：正常对照组（C

组）、糖尿病未干预组（D 组）、低剂量 1,25(OH)2D3 组（L 组，0.025μg/kg/d）、中剂量

1,25(OH)2D3组（M 组，0.15 μg/kg/d）、高剂量 1,25(OH) 2D3组（H 组，0.3μg/kg/d ）、精蛋白

锌胰岛素组（Y 组，16U/kg/d）及氯沙坦钾组（A 组，10.4mg/kg/d）。成模 16 周后处死动物，留

取血、尿标本检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骨代谢指标、C 反应蛋白和尿微量白蛋白。观察各组大

鼠心肌形态学变化；应用免疫组化和免疫荧光方法检测其 TLR4、MyD88、NF-κB p65、MCP-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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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 的组织表达；real -time q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其组织的 mRNA 和蛋白的表

达。 

结果  1.与 D 组大鼠相比，中剂量 1,25(OH)2D3组的尿钙升高，但未表现出剂量依赖性。2.D 组大

鼠心肌细胞可出现变性、坏死。均可出现炎症细胞浸润和纤维化。TLR4、MyD88、 NF-κB p65、

MCP-1 和 TRAIL 在心肌高表达。高剂量 1,25(OH)2D3、胰岛素和氯沙坦钾能够改善心肌的病理表

现，能够下调 TLR4、MyD88、  NF-κB p65、MCP-1 和 TRAIL 的组织表达，中、低剂量

1,25(OH)2D3的作用不显著。 

结论  1.高剂量 1,25(OH)2D3治疗能够下调 STZ 诱导糖尿病大鼠心肌 TLR4 介导的炎症途径，降低

DM 心肌并发症的风险。2.中、小剂量 1,25(OH)2D3作用不显著，提示 1,25(OH)2D3对 DM 心肌的

保护作用需要合适的治疗剂量。3.临床应用应最大程度地发挥骨外的保护作用，同时还需要注意监

测骨代谢指标，对于可能有影响的患者可考虑应用 VDR 激动剂。 

 
 

PO-118 

初发糖尿病足溃疡患者足溃疡复发影响因素分析 

 
莫泽纬,陈道雄,全会标,陈存仁,王斐,张华川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初发糖尿病足溃疡(diabetic foot ulcer, DFU)患者溃疡复发率、影响复发的高危因素。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住院的初发 DFU 患者 227 例的临床资料，对患者随访至

2017 年 6 月以获得 DFU 复发情况及分析影响复发高危预测因素。 

结果  227 例患者中 189 例（83.3%）完成随访，平均随访（3.736±1.391）年，中位随访期 3.570

年。189 例患者中男性 118 例，女性 71 例，年龄 35～85 岁（66.6±9.80 岁），糖尿病病程 1 个

月～36 年（10.7±6.5 年），DFU 病程 2d～14 个月。85 例（44.9%）DFU 复发，平均溃疡复发时

间 2.738±1.545 年，中位溃疡复发时间 2.370 年。溃疡复发组对无复发组：年龄（≥60 岁）、足底

溃疡、PAD、DPN 比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FU 复发诱因有：穿鞋摩擦、烫

伤、硬物扎伤或刺伤、剪指甲损伤、足部皮肤水疱、足部皮肤干裂。DFU 复发于足底 51 例

（60.0%），足背 23 例（27.1%），其他部位 11 例（12.9%）。1 年内、3 年内、5 年内溃疡复发

分别为 29 例、67 例、82 例。Kaplan-Meier 生存曲线估计 1 年、3 年、5 年溃疡累积复发率分别为

15.5%、39.4%、57.2%。采用 Kplan-Meier Log-rank 评估年龄、性别、DM 病程、DFU 病程、吸

烟、HbA1c、溃疡部位、Wagner 分级、截肢、PAD、DPN、DN、DR、BMI、高血压病、血脂异

常对溃疡复发影响。结果显示，年龄（ ，P=0.021）、溃疡部位（ ，

P=0.004）、DPN（ ，P=0.001）、PAD（ ，P=0.008）是溃疡复发预测因

素。进一步对以上单变量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溃疡部位

（HR=1.886，95.0% CI 1.204～2.955）、DPN（HR=2.903，95.0% CI 1.565～5.384）、PAD

（HR=1.801，95.0% CI 1.083～2.995）是溃疡复发的独立高危预测因素。 

结论  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率高，应对影响复发高危因素进行早期干预。 

 
 

PO-119 

达格列净对糖尿病肾病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黄凤娟,冀琳琳,宋怡,刘丹青,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达格列净对糖尿病肾病肾小管上皮细胞间质转分化和细胞外基质分泌的影响，探讨其对

糖尿病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1 

 

方法  构建 C57B6 小鼠 1 型糖尿病模型，造模成功后随机分为以下 5 组：糖尿病 8 周 (DM-8W),12

周 (DM-12W),16 周 (DM-16W), 糖尿病达格列净治疗 16 周 (DM-DAPA-16W)，选健康同龄小鼠做

正常对照(NC 组)。DM-DAPA-16W 组达格列净 10mg/kg/day 灌胃 16 周，分别检测各组小鼠体

重、血糖、血肌酐、尿素氮、24h 尿蛋白及肾重指数。处死动物后留取肾脏组织制备光镜和电镜切

片。同时，采用高糖及达格列净孵育人肾脏近曲小管细胞系（HK-2），分为正常糖组（NG 组），

正常糖达格列净组（NG+DAPA 组），高糖组（25mM, HG 组）及高糖达格列净干预组

（HG+DAPA 组）。高糖孵育 72 小时后，收割细胞。实时荧光定量 PCR、Western 印迹法检测体

内外 总 STAT1、p-STAT1、TGFβ、E-cadherin 及 α-SMA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免疫细胞荧光

化学及免疫组织化学分别检测 E-cadherin、α-SMA、FN 及 COL4 表达及分布；PAS 染色及

Masson 染色分别检测各组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电镜观察肾小管胶原纤维增生。 

结果  DM 组血糖、血肌酐、尿素氮、24h 尿蛋白及肾重指数显著升高，体内外总 STAT1、p-

STAT1、TGFβ 蛋白表达明显增多，α-SMA、FN 及 COL4 表达显著升高，而 E-cadherin 表达降

低；与 DM-16W 组相比，DM-DAPA-16W 组血糖、血肌酐、尿素氮、24h 尿蛋白、肾脏指数显著

减轻，总 STAT1、p-STAT1、TGFβ、α-SMA、FN 及 COL4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病理染色及电镜

结果也进一步显示 DM-DAPA-16W 组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明显缓解。 

结论  达格列净能够显著改善糖尿病肾脏功能，并减轻糖尿病肾小管上皮间质转分化及间质纤维化

程度，其机制可能通过抑制 STAT1/TGFβ 信号通路介导。 

 
 

PO-120 

SGLT-2 抑制剂（达格列净）在大剂量胰岛素治疗血糖 

控制不佳的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 

应用以及 chemerin 因子的变化 
 

刘大娜,柳杰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大剂量胰岛素治疗的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联用二甲双胍 2000mg 仍血糖控制不佳的患

者，在此基础上联合 SGLT-2 抑制剂（达格列净）治疗与联合沙格列汀治疗时两组患者 chemerin

因子、血糖、血压、体重、血脂、胰岛素用量的变化以及用药安全性。 

方法  筛选入组患者：年龄 35～68 岁，性别不限; 胰岛素用量大于 50u，FPG＞7.0 mmol/L，

2hPG＞11.1mmol/L，HbA1c≥7%；BMI≥25kg/m2，腰围男≥90cm，女≥80cm; 将入选的 98 例患者

按照随机抽样法分为对照组（48 例）和治疗组（50 例），对照组在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沙格列汀口服 5mg/d，早餐前口服；治疗组在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安达

唐(达格列净，阿斯利康) 10mg/d，早餐前口服。两组患者均持续用药 12 周。观察治疗前后的指

标：BMI、腰围；肝肾功能、TG 、TC 、LDL-C；FPG、PPG2h、HbAlc；空腹胰岛素(FINS) 、空

腹 C 肽(C-peptide)，HOMA－IＲ、HOMA-β；chemerin 因子水平；治疗前后患者每日胰岛素用量

的变化；治疗期间患者低血糖发生次数。 

结果  治疗组患者体质量指数（BMI）、腰围、血压的下降幅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

疗组降低 FBG、PPG2h、HbA1C 的幅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

治疗前后 FINS、HOMA-IR、C-peptide、HOMA-β 改善的幅度分别为 10.06±5.13uU/ml、

9.62±2.09、0.44±0.05ng/dl、72.74±12.11，均优于对照组的 7.45±3.23uU/ml、6.04±1.31、

0.28±0.03ng/dl、25.54±5.87（P<0.05）。 

结论  应用沙格列汀、达格列净二种药物后患者血清 chemerin 因子水平均有下降，且其水平与

FPG、PPG2h、HbA1C、Homa-β、C-petide 水平呈正相关。两种药物均可以减少胰岛素用量、减

轻胰岛素抵抗、减轻体重、控制血糖。而达格列净在减轻体重、降低血压、改善腰围、体重指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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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胰岛素用量、以及改善 HOMA-β 方面优于 DDP-4 抑制剂。SGLT-2 抑制剂为肥胖、使用大剂

量胰岛素血糖控制不佳伴有高血压的患者在治疗上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 

 
 

PO-121 

肾移植术前乙肝病毒感染、丙肝病毒感染及其共感染 

对移植后新发糖尿病影响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梁璟,吕朝阳,陈敏灵,许明,赵辰荷,杨吟秋,王继纳,朱冬,高键,戎瑞明,朱同玉,于明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肾移植人群术前乙肝病毒（HBV）感染，丙肝病毒（HCV）感染，及其共感染对移

植后新发糖尿病（NODAT）发病风险的影响 

方法  收集 199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 557 例同种异体肾移植受者

的术前及术后临床资料。HBV 感染定义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HCV 感染定义为抗

HCV 抗体（HCV-Ab）阳性；共感染定义为 HBsAg 及 HCV-Ab 同时阳性。入组患者根据术前肝炎

病毒感染状态分为 4 组（HBV+/HCV-，HBV-/HCV+，HBV+/HCV+，HBV-/HCV-）比较其

NODAT 累计发病率；进一步分别探讨 HBV 感染、HCV 感染以及共感染在总人群中与 NODAT 发

病风险的联系。 

结果  COX 回归分析校正性别、年龄、糖尿病家族史、体重指数、供肾类型、术前透析类型、术前

是否多囊肾、术前血空腹血糖及肝肾功能、白介素 2 受体拮抗剂（IL-2Ra）及维持免疫抑制剂用药

情况、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等相关混杂因素后发现：HCV 感染患者，包括 HBV+/HCV-组及

HBV+/HCV+组，其 NODAT 累计发病率均显著高于 HBV-/HCV-组患者（P<0.05）；肾移植术前

HCV 感染是 NODAT 的独立危险因素，HCV 感染者发生 NODAT 的风险是非 HCV 感染者的 3.03

倍（95% CI 1.77–5.18, P < 0.001）。而术前 HBV 感染及共感染并不独立影响 NODAT 的发病。 

结论  中国肾移植受者中，术前 HCV 感染显著增加 NODAT 发病风险，而术前 HBV 感染及共感染

与 NODAT 发病无显著关联。对于术前感染过 HCV 的肾移植受者，术后应密切关注其血糖水平，

以便及早发现及干预，改善这部分患者的远期生存。 

 
 

PO-122 

父系与母系糖尿病家族史对于中国人群糖代谢的影响 

 
孔晓牧,邢小燕,杨文英 

中日医院 

 

目的  本课题旨在研究父系、母系糖尿病家族史对于中国人群糖代谢异常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07-08 年全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DMS）中的 39,244 名采集完整父母糖尿病史的

参与者，包括男性 15,573 例，女性 23,671 例。依照 WHO（1999）标准，基于 OGTT 以及既往

糖尿病病史将参与者定义为糖代谢正常（CON）、糖尿病前期（Pre-DM）与糖尿病人群

（DM）；根据父母的糖尿病史将参与者定义为父母均不患病（FH0）、仅父亲一方患病（PH）、

仅母亲一方患病（MH）以及父母双方均患病（FH2）四组。基于卡方检验进行计数资料比较，

Bonferroni 检验进行多重检验校正；连续变量采用自然对数转换，使用 ANOVA 法分析，采用 SNK

检验进行多重比较；使用逻辑回归进一步研究 PH 与 MH 对糖尿病和糖代谢风险的影响。 

结果  在 CON（n=29,281）、Pre-DM（n=5,944）与 DM 人群（n=4,019）中， FH0/PH/MH/FH2

的 参 与 者 分 别 为 90.05%/4.00%/5.34%/0.61% 、 88.81%/3.75%/6.49%/0.94% 以 及

81.29%/5.82%/10.67%/2.21% ； 比 例 具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 P=2.12×10-70 ） 。 PH 组 CON

（n=1,171）、Pre-DM（n=223）与 DM（n=234）的比例为 71.93%/13.70%/14.37%；MH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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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1,563）、Pre-DM（n=386）与 DM（n=429）的比例为 65.73%/16.23%/18.04%；两组

间的比例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1.68×10-4），即 MH 组中糖代谢异常（Pre-DM 与 DM）的比

例更高。ANOVA 分析与 SNK 检验显示 MH 组具有比 PH 组显著更高的空腹血糖与餐后 2 小时血糖

水平，以及更差的 HOMA-B、ΔI30/ΔG30、DI30 与 DI120，同时 BMI 与胆固醇水平更高。进一

步，通过校正性别与年龄的逻辑回归分析，当以糖尿病为结局时，PH 与 MH 的 OR 值分别为 1.51

（1.40，1.62）和 2.70（2.41，3.03）；当以糖尿病前期为结局时，OR 值分别为 1.24（1.17，

1.31）和 1.86（1.70，2.04）。 

结论  本研究提示在中国人群中母系糖尿病家族史对糖代谢影响更强，因而在对中国人群进行糖尿

病风险评估时应充分考虑母系与父系糖尿病史的影响。 

 
 

PO-123 

利拉鲁肽通过 PI3K/Akt/eNOS 

通路抑制高糖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 

 
王永,乐岭,叶丽姿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探讨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类似物利拉鲁肽对高糖诱导人脐静

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s)凋亡的影响及相关机制。 

方法  HUVECs 分组①正糖组（NG）： 生理浓度葡萄糖组( 5.5 mmol/L) ；②高糖组（HG）：高

浓度葡萄糖组( 3 3 mmol/L ) ；③高糖+利拉鲁肽组(HG+LR3)：33mmol/L 葡萄糖+3nmol／L 利拉

鲁肽；④高糖+大剂量利拉鲁肽组（HG+LR30）：33mmol/L 葡萄糖+30nmol/L 利拉鲁肽；⑤高糖

+利拉鲁肽+抑制剂组[HG+LR3+Exendin(9-39)]：33mmol/L 葡萄糖+3nmol／L 利拉鲁肽+100 nmol

／L Exendin(9-39)；⑥高糖+大剂量利拉鲁肽+抑制剂组：33mmol/L 葡萄糖+30nmol／L 利拉鲁肽

+100 nmol／L Exendin(9-39)。进行药物干预时，预先 30 min 加入 100 nmol/L GLP-1 受体抑制剂 

Exendin(9-39)，干预时间均为 24 h。分别培养 24h 后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早期凋亡率；Western

印迹测定细胞 PI3K, p-PI3K, Akt,p-Akt eNOS，p-eNOS 表达水平。 

结果  对 HUVECs 凋亡的影响，与正糖（5.5mmol/L）比较，高糖(33 mmol/L)培养 24 h 后，

HUVECs 早期细胞凋亡率变化不明显［（ 1.58±0.06）％ｖｓ（１ .56±0.06）％， t=0.25,

Ｐ>0.05］，晚期细胞凋亡率明显升高［（7.44±0.31）％ｖｓ（5.29±0.40）％， t=4.18,Ｐ

<0.05］；HG+LR30 组，较大剂量利拉鲁肽作用下，细胞凋亡率和 HG 组相比明显减低［早期

（ 0.91±0.18 ） ％ ｖ ｓ （ 1.58±0.06 ） ％ ， t=3.49, Ｐ <0.05 ； 晚 期 （ 6.21±0.28 ） ％ ｖ ｓ

（7.44±0.31）％，t=2.86,Ｐ<0.05］，加 Exendin(9-39)后，HG+LR30 +EX(9-39) 组与 HG+LR30

组比较，细胞晚期凋亡率回升到未加入利拉鲁肽之前的水平［（ 7.40±0.23 ）％ｖｓ

（6.21±0.13）％，t=3.19,Ｐ<0.05］。对 PI3K/Akt/eNOS 通路的影响，HG 组 p-PI3K/PI3K、p-

AKt /AKt 及 p-eNOS/eNOS 较 NG 组明显减低［（0.266±0.019）％ｖｓ（0.540±0.023）％，

t=9.040, Ｐ <0.01 ； （ 0.403±0.059 ） ％ ｖ ｓ （ 0.820±0.046 ） ％ ， t=5.538, Ｐ <0.01 ；

（ 0.381±0.045 ）％ｖｓ（ 0.557±0.024 ）％， t=3.441, Ｐ <0.05 ］。加入 Exendin(9-39) 后

HG+LR3+Exendin(9-39)组和 HG+LR30+Exendin(9-39)组均表现出 p-PI3K/PI3K、p-AKt /AKt 及 p-

eNOS/eNOS 较 HG+LR3 减低［（0.250±0.011）％ｖｓ（0.186±0.008）％，t=4.359,Ｐ<0.05；

（ 0.496±0.054 ）％ｖｓ（ 0.301±0.041 ）％， t=2.835, Ｐ <0.05 ；（ 0.408±0.001 ）％ｖｓ

（ 0.373±0.002 ） ％ ， t=7.75, Ｐ <0.01 ］ ， HG+LR30+Exendin(9-39) 组 减 低 较 为 显 著

［（0.378±0.023）％ｖｓ（0.264±0.020）％， t=3.693,Ｐ<0.05；（0.614±0.036）％ｖｓ

（0.381±0.010）％，t=6.049,Ｐ<0.05；（0.521±0.045）％ｖｓ（0.371±0.027）％，t=2.817,Ｐ

<0.05］。  

结论  利拉鲁肽可改善高糖诱导的 HUVECs 凋亡，该抗凋亡作用可能与 PI3K/Akt/ eNOS 通路上调

相关且呈 GLP-1 受体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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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 

胰岛素抵抗指数与 UACR 在体重指数正常的高血压 

合并糖尿病人群中相关：中国 REACTION 研究 

 
古诗 1,王安平 1,闫文华 1,陈康 1,王卫庆 2,高政南 3,严励 4,秦贵军 5,汤旭磊 6,万沁 7,陈璐璐 8,罗佐杰 9,母义明 1 

1.解放军总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3.大连市中心医院 

4.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8.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9.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胰岛素抵抗与微量白蛋白尿在不同血压和糖代谢状态的人群中的关系。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2011 年-2015 年对中国包含甘肃、广东、广西、河南、湖北、

辽宁、上海、四川在内的八个研究中心共纳入研究对象 34136 名，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

及实验室检查，根据血压值和葡萄糖耐量试验将研究对象分为 6 组：高血压合并糖耐量正常组，高

血压合并糖尿病前期组，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组，血压正常且糖耐量正常组，血压正常合并糖尿病前

期组，血压正常合并糖尿病组。计算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以及肾小球滤过率

（eGFR），以尿微量白蛋白/肌酐（UACR）值与该中心所测得所有 UACR 值的中位数比值作为衡

量蛋白尿的标准。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 UACR 与 HOMA-IR 的关系。 

结果  各组间年龄、性别、BMI、wc-hc、ALT-AST、TG、CHOL、LDL-C、eGFR 与 HOMA-IR 均

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组以及血压正常合并糖尿病前期或

糖尿病组中，UACR 与 HOMA-IR 显著相关（P＜0.05），其余两组无相关性（P＞0.05）。吸烟/

饮酒习惯与 HOMA-IR 在正常血压合并糖尿病人群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五组均有显著差异

（P＜0.05）。总人群或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组中，HOMA-IR 与 UACR 呈正相关（P＜0.05），

eGFR 与 HOMA-IR 呈负相关（P＜0.05）。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组中，在 BMI：18.5-24.0Kg/m2 或

年龄 50-60 岁或 LDL-C：2.6-3.4mmol/L 或 HDL-C：0.9-1.55mmol/L 人群中，HOMA-IR 与 UACR

存在正相关关系（P＜0.05）；而在 BMI：18.5-24.0Kg/m2 或年龄超过 65 岁人群中 eGFR 与

HOMA-IR 负相关（P＜0.05）。 

结论  HOMA-IR 与基础临床指标 ( BMI、wc-hc、ALT-AST、TG、CHOL、LDL-C、HDL-C)显著相

关。UACR 水平与 HOMA-IR 呈正相关，eGFR 与 HOMA-IR 呈负相关，且这种关系在不同血压和

糖代谢状态下受 BMI、年龄、LDL-C 以及 HDL-C 影响。在高血压合并糖尿病人群中，若早期对正

常体重指数患者的胰岛素抵抗及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检测及干预可能会减低尿微量白蛋白的发生和

延缓 CKD 的进展，获得更多的临床效益。 

 
 

PO-125 

酰基化和去酰基化胃饥饿素及其比值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 

 
臧璞,顾丹阳,郭展宏,邵加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探讨酰基化胃饥饿素（Acyl ghrelin AG）和去酰基化胃饥饿素（Des-acyl ghrelin DAG）及

AG 与 DAG 比值（AG/DAG）与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胰岛素抵抗（IR）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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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83 例 T2DM 患者及 40 例正常体检者（NC group）。测量身高、体重、血压，测定血

脂、HbA1c 及 FPG、FINS，并留取所有受试者空腹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 AG

和 DAG 水平，计算 BMI、AG/DAG、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胰岛 β 细胞功能（HOMA-

β）。 

结果  T2DM 组 Age、TG、BMI、HbA1c、FPG、FINS、HOMA-IR、AG/DAG 高于 NC 组，HDL-

C、HOMA-β、DAG 水平、总 ghrelin 水平低于 NC 组（P<0.05 或 P＜0.01）；相关分析显示

T2DM 组 AG 与 FPG 呈正相关(P<0.05)，DAG 及总 ghrelin 与 BMI、FINS、HOMA-IR 呈负相关，

而与 HOMA-IS 呈正相关(P<0.05),AG/DAG 与 BMI、FPG、FINS、HOMA-IR 呈正相关(P<0.05)。 

结论  T2DM 患者 DAG、总 ghrelin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并与空腹胰岛素水平关系密切，且

AG/DAG 比值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而 AG 水平主要受空腹血糖影响。 

 
 

PO-126 

2 型糖尿病患者内脏脂肪面积 

与 Framingham 十年心血管风险的研究 

 
徐蓝,张栩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受多种危险因素影响，肥胖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与外周型肥胖

相比，腹型肥胖者发生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现有研究表明，内脏脂肪面

积（VFA）与腰围、BMI、皮下脂肪面积（SFA）等指标相比，呈现出与心血管病更显著的相关

性。糖尿病患者中胰岛素抵抗、脂代谢紊乱等病理生理变化与内脏脂肪蓄积关系密切，糖尿病患者

较非糖尿病患者更易出现腹型肥胖。现在有关糖尿病患者内脏脂肪与 Framingham 十年心血管风险

关系的报道尚缺乏，因此通过本研究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内脏脂肪面积与 FRS 之间的联系，进一

步观察体脂分布异常对心血管风险的影响，为今后临床预防与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  将 20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内脏脂肪面积（VFA）分为两组：糖尿病 VFA≥100 cm2组和

糖尿病 VFA<100 cm2 组。根据性别及年龄分为男性中年组、男性老年组、女性中年组及女性老年

组，比较组间血脂、血糖、体脂分布及 Framingham 十年心血管风险差异，分析 Framingham 十年

心血管风险与体脂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糖尿病患者 VFA≥100 cm2组体脂指标、Framingham 十年心血管风险水平均显著高于糖尿病

VFA<100 cm2 组，HDL-C 显著水平低于 VFA<100 cm2 组（P<0.05）。女性体脂肪量、体脂百分

比明显高于男性，男性较女性有更高的 VFA，老年女性腰臀脂肪比明显高于男性（P<0.05）。

VFA≥100 cm2、男性与老年患者具有更高的 Framingham 十年心血管风险。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在校正年龄，收缩压，HDL，TG，LDL 等对心血管病危险的影响后，VFA 仍为 Framingham 十年

心血管风险危险因素。 

结论  本研究发现：VFA 是 FRS 的独立危险因素。VFA 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尤其是老年女性

VFA 增加更加显著。同时，VFA 与血压、血脂及尿酸水平显著相关，与其相互作用，共同促使糖

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对 2 型糖尿病内脏脂肪增多的患者值得更加关注并早期干预，延

缓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及发展。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6 

 

PO-127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增强自噬 

改善 HepG2 细胞胰岛素抵抗的研究 
 

邹俊彦 1,2,程愈 1,薛婧 1,李冰 1,母义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南开大学医学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普遍存在着胰岛素抵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增强自噬可能是个改善胰

岛素抵抗的有效途径。本研究以 HepG2 细胞为研究对象，研究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通过调节自噬

改善其炎症环境，缓解胰岛素抵抗的作用，探讨其增强自噬的分子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 HepG2 细胞，采用 0.25mmol/L 棕榈酸（PA）诱导成为胰岛素抵抗细胞。在治疗

前先检测 PA 对细胞葡萄糖摄取能力和糖原合成能力的；同时采用 WB 检测 LC3B 的变化。随后将

胰岛素抵抗细胞在 PA 处理的 24h，48h，72h 后分别与 208F 大鼠成纤维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共培

养 24h。检测糖代谢观察治疗效应。最后将分为正常组、胰岛素抵抗组、MSC 治疗组、MSC 治疗

组+自噬抑制剂组，检测细胞糖吸收和糖原合成情况；免疫印迹检测细胞中 LC3B、ATG7、

Bclin 1、P62；QPCR 检测细胞炎症因子 IL-1β、TNFα、IL-6 的 mRNA 水平。  

结果  HepG2 细胞出现了明显的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但间充质干细胞与其共培养后能改善其炎

症反应及胰岛素抵抗。糖吸收和糖原合成情况显示 HepG2 细胞的糖代谢有明显改善。RT-PCR 显

示 MSC 改善了 HepG2 细胞的炎症因子表达（包括 IL-1β、TNFα）。WB 显示同 MSC 共培养后的

HepG2 细胞中 Beclin1、ATG7 和 LC3-II 明显上调。然而使用自噬抑制剂将自噬抑制后，MSC 带

来的效益便降低了。 

结论   我们的实验发现 MSC 增强了 HepG2 细胞自噬，并且能够有效的改善其胰岛素抵抗及其炎症

反应。这一项研究揭示了 MSC 作为治疗糖尿病的新方法可以通过增强自噬发挥作用。 

 
 

PO-128 

移动健康管理模式对门诊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的作用 

 
柴三葆 1,王丹阳 2,姚宝婷 2,许琳 2,纪立农 3,张晓梅 1 

1.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辽宁省丹东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研究移动健康管理模式对门诊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的作用。 

方法  移动健康管理体系包括一名医生，一名糖尿病教育护士及平板电脑。符合入组条件的 2 型糖

尿病患者需收集一般临床资料，当天给予一台平板电脑，并参加 1 小时有关健康教育及项目简介的

课程。期间护士向患者演示如何使用平板电脑及分发健康教育小手册。然后在第 1 周，第 2 周，第

4 周，第 8 周，第 12 周和 16 周分别进行随访，在随访周患者需要提交至少 3 次空腹血糖值和餐后

2 小时血糖值。医护人员对空腹血糖大于 7mmol/L 和餐后 2 小时血糖大于 10mmol/L 的患者进行饮

食指导或治疗方案的调整。教育护士每月召集入组患者来医院进行一次健康宣教。本研究的随访周

期是 16 周。 

结果  1 本研究共纳入 209 名（男性 118 人，女性 91 人）门诊 2 型糖尿病患者。使用移动健康管

理模式 16 周后与基线值比较，患者的空腹血糖(9.7mmol/L vs 6.8mmol/L, P<0.001)，餐后 2 小时

血糖(10.4mmol/L vs 9.5mmol/L, P<0.001) 和甘油三酯水平(1.7mmol/L vs 1.4mmol/L, P<0.001)均

明显下降。2 随访 16 周时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7%的患者人数已经由基线值的 33 人增加到 115 人

(P<0.001)。3 对患者使用移动健康管理模式的依从性分析表明 95%的患者（199 人）完成本研究

规定的空腹血糖监测，90%的患者（189 人）完成本研究规定的餐后血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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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表明移动健康管理模式能有效改善门诊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并且患者使用的

依从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  

 
 

PO-129 

新生血管靶向肽 GX1 二聚体抑制视网膜及胃癌血管生成 

 
罗莹莹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抗血管生成是防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肿瘤的重要策略。研究发现肿瘤血管与糖尿病视网膜

新生血管存在共同的受体分子。GX1（国家专利号 ZL200410026137.0）是我们利用噬菌体体内筛

选技术获得的能够与胃癌血管内皮特异性结合并抑制其血管生成的小肽，其与受体的亲和力尚有待

进一步提高。本研究利用化学聚合方法合成 GX1 二聚体，并进一步探讨 GX1 二聚体抑制视网膜和

胃癌新生血管生成的能力，拟为将来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胃癌提供一种高效、特异的分子靶向

药物。 

方法  化学合成 GX1 二聚体、单体及对照肽二聚体， CCK-8 法探讨 GX1 二聚体、单体及对照肽二

聚体对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及胃癌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内皮细胞管状形成实验；细胞凋亡和

周期实验。 

结果  （1）GX1 二聚体可抑制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胞及胃癌血管内皮细胞的体外增殖，并呈剂量

依赖性。且其抑制效应强于单体及对照肽二聚体，以 175umol/L 处最明显（P<0.05）；（2）GX1

二聚体及 GX1，均可抑制正常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胞及胃癌血管内皮细胞的管状结构形成，且二

聚体抑制作用强于单体。对照肽二聚体有轻微的抑制作用；（3）对照组 PBS、对照肽二聚体、

GX1 及 GX1 二聚体，作用细胞后凋亡率显著升高。考虑 GX1 二聚体及 GX1 可能是通过诱导凋亡

来发挥抑制作用的，且 GX1 二聚体的诱导作用强于 GX1；（4）GX1 二聚体、GX1 作用细胞后，

各期细胞所占比例，在彼此之间及与对照肽二聚体、对照组 PBS 比较后均无显著差异，考虑 GX1

二聚体及 GX1 对内皮细胞的抑制作用，并非通过，或并非主要通过诱导细胞周期阻滞而发挥抑制

作用的。 

结论  GX1 二聚体较单体具有更强的抑制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胞及胃癌血管内皮细胞的体外增殖的

能力。GX1 二聚体及单体在血管生成中均表现出抑制作用，且 GX1 二聚体的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

明显强于单体。而 GX1 二聚体及单体对细胞周期无明显影响，却能诱导细胞凋亡的增加，提示我

们 GX1 二聚体及单体可能是通过影响凋亡通路的相关分子及信号传导实现其抑制作用的。这为我

们下一步探讨 GX1 二聚体及单体具体的作用模式提供了实验基础。且 GX1 二聚体有望替代单体成

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胃癌共有的新生血管靶向治疗小肽类药物。 

 
 

PO-130 

TLR4 和 CD14+CD16+单核细胞在糖尿病早期肾损伤中的作用 

 
陈雨,门昆,郭剑超 

天津医大二院 

 

目的  阐明 IL-6 及 TLR4 和 CD14+CD16+单核细胞在糖尿病肾病（DN）早期肾损伤患者体内的变

化水平及其与 DN 早期肾损伤患者病情进展的关系。探讨慢性免疫微炎症反应的潜在机制及其在 2

型糖尿病（T2DM）和早期 DN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确诊的 T2DM 患者 188 例（均排除心血管、肝脏疾病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疾病, 排除

1 型糖尿病和继发糖尿病、急性感染、心衰或肝衰、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并符合糖尿病诊断标准）。

根据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分为 3 组：A 组（mALB<30 mg/24h）60 例，B 组(mALB 30-300 

mg/24h)64 例，C 组(mALB>300 mg/24h)64 例，健康对照(N)组 50 例；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

http://肝脏.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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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 hsCRP 水平，ELISA 法检测白介素-6（IL-6）和 Toll 样受体 4（TLR4）水平，流式细胞术

方法检测 CD14+CD16+单核细胞的表达情况；同时将 64 例微量蛋白尿组病人（mALB：30-300 

mg），分为口服治疗组（32 例，T 组）加用氯沙坦钾 50mg 每日一次，及未治疗组（32 例，NT

组），（余降糖等治疗仍同前），1 年内进行随访观察及监测。 

结果  hsCRP 、IL6、TLR4、CD14+CD16+单核细胞比例在 4 个组间分别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00）。组间两两比较，N 组和 A 组间 hsCRP 、IL6、TLR4、CD14+CD16+单核细胞比

例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B 组、C 组与 N 组、A 组比较，上述指标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呈现逐渐

升高趋势。1 年后复测 IL6、TLR4、CD14+CD16+单核细胞比例。治疗组和未治疗组相比，

TLR4、CD14+CD16+单核细胞比例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且与尿 mALB 的变化呈平行趋势（P=0.002, 

P=0.001<0.05）, IL6 变化在两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210>0.05）。TLR4、CD14+CD16+单核细

胞比例在治疗组有所下降。 

结论  TLR4、CD14+CD16+单核细胞水平能够更敏感反应 2 型糖尿病早期肾损伤中免疫微炎症的变

化。其在糖尿病早期肾损伤患者体内的升高及 ARB 类药物治疗后下降，并与尿微量白蛋白下降平

行相关。提示我们可应用该指标作为临床 2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及治疗效果的监测，是病情进展

与缓解的生物学标记物之一。 

 
 

PO-131 

胰岛素对肝细胞 GABARAPL1 转录调控的机制研究 

 
梅琅,肖新华,杨靖,颜斌,齐潇雁,洪涛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检测胰岛素对肝细胞 GABARAPL1 表达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胰岛素对其转录调控的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人永生化肝细胞（HL-7702），将细胞分为五组：A（对照组）、B（自噬激活

组）、C（胰岛素组）、D（胰岛素阻断剂 1）、E（胰岛素阻断剂 2）。除 A 组外，均加入 100nM

雷帕霉素处理 6 小时，C、D、E 组再分别加入 1μM 胰岛素，其中 D、E 组需提前 30 分钟分别加

入 50μM 胰岛素阻断剂 1（ LY294002）、100nM 胰岛素阻断剂 2（Wortmannin），细胞培养 4h

后进行检测。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GABARAPL1、LC3、Beclin1 的表达，透射电

镜观察自噬小体数量表达。通过前期已成功构建的胰岛素调控识别模序失活突变体，及含有

GABARAPL1 启动子序列的荧光素酶报告系统，利用 Luciferase Assay 检测荧光素酶活性，并比

较其转录活性差异，寻找参与胰岛素对 GABARAPL1 转录调控的反应元件，最后通过非放射性凝

胶迁滞实验对该转录调控的结合位点予以确认。 

结果  相比于 B 组，C 组 GABRABPAL1、LC3、Beclin1 蛋白表达降低（P < 0.05）；相比 C 组，

D 组 GABRABPAL1、LC3、Beclin1 表达升高（P < 0.05）；相比于 B、D、E 组，透射电镜下可

见 C 组自噬小体数目明显减少；失活 GABARAPL1 基因启动子区域内 IRE1 反应元件其转录活性

明显下降（P < 0.05）；相比 A 组，B、D、E 组均可见其核蛋白与标记探针（biotin-FoxO1）的结

合带，胰岛素组内其结合带明显减弱。 

结论  胰岛素通过解除 FoxO1 与 GABARAPL1 基因启动子区域内 IRE1 反应元件的结合，实现对肝

细胞 GABARAPL1 转录活性的调控。 

 
 

PO-132 

糖尿病肾病潜在调控机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杨凤英,崔振海,钟雪玉,刘赓,邓红俊,黎慧清,袁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探索糖尿病肾病（DN）发生发展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及治疗靶点。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9 

 

方法  1、从 GEO 数据库中寻找与 DN 相关的基因表达谱数据（GSE1009），通过 GEO2R 工具筛

选 DN 的差异表达基因。 

2、使用 STRING 对差异基因进行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并通过 Cytoscape 软件中的 CytoHubba

插件筛选 DN 的关键基因。 

3、利用 DAVID 进行差异基因的 GO 功能和 KEGG 通路分析，并筛查关键基因参与的主要信号通

路。 

4、运用 WebGestalt 预测差异基因对应的 miRNA，在 Cytoscape 软件中构建差异基因编码蛋白质

与 miRNA 作用网络图，借助 Network analysis 插件筛选出关键 miRNA。 

5、通过 Cytoscape 软件构建 DN 关键 miRNA 与靶基因之间的调控关系，并利用 5 种 miRNA 靶基

因预测数据库进行验证。 

结果  1、筛选出 DN 的差异基因共 600 个，其中下调基因 257 个，上调基因 343 个。 

2、筛选出 DN 关键的差异基因有 7 个（VEGFA、EGFR、ITGA3、ITGAV、COL4A3/4/5）。 

3、通路分析发现 DN 下调、上调差异基因涉及的 KEGG 通路分别为 14 条和 6 条，其中 7 个关键

基因主要参与 ECM-受体相互作用途径、黏着斑途径、PI3K-Akt 以及 Rap1 信号通路等。 

4、预测出下调差异基因靶标的关键 miRNA 共 9 组：miR-506，miR-124a，miR-200，miR-23，

miR-181，miR-25，miR-17，miR-27，miR-29；上调差异基因靶标的关键 miRNA 共 2 组：miR-

17，miR-200。 

5、关键 miRNA 与靶基因间的调控关系结果显示 miR-29 靶向 COL4A 和 VEGFA，miR-200 靶向

VEGFA，miR-25 靶向 ITGAV，miR-27 靶向 EGFR。结合 KEGG 通路富集分析显示这些关键

miRNA-靶基因主要参与 ECM-受体相互作用途径、PI3K-Akt 等信号通路。 

结论  1、DN 的关键差异表达基因有 VEGFA、EGFR、ITGA3、ITGAV、COL4A3、COL4A4、

COL4A5，有望成为早期预测或诊断 DN 的生物标志物。 

2、筛选出与 DN 的关键 miRNA 是 miR-200、miR-29、miR-25、miR-27 和 miR-23，调控其表达

有可能成为管理 DN 的新疗法。 

 
 

PO-133 

DPP4 基因突变伴高 AGLP-1 血症 1 例报道 

及其病理生理学及临床特点分析 

 
赵丹丹 1,3,赵少倩 1,王晓 1,苏明波 2,刘文 1,洪洁 1,顾卫琼 1,李静雅 2,刘瑞欣 1,宁光 1,王计秋 1,张翼飞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2.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3.乐清市人民医院 

 

目的  近来，多项研究共同表明 DPP4 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在升高活性 GLP-1 水平（AGLP-1）进而

调节血糖的同时，胰腺炎，胰腺肿瘤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本研究旨在研究 DPP4 基

因突变携带者以及长期暴露于高 GLP-1 水平患者的病理生理学改变以及临床特点。 

方法  纳入 1 个先证者表现为高 AGLP-1 水平的家系。描述先证者家系成员的临床特征。利用全外

显子组测序技术对先证者及其父母进行测序分析, 按照 ACMG 解读规则筛选致病性突变，并且通过

Sanger 测序对部分家系成员验证突变结果。对发现的致病性突变进行体外功能学研究。对先证者

进行为期 4 年的随访，收集糖代谢、脂代谢等数据并进行分析。 

结果  全外显子组测序和 Sanger 测序证实，先证者、其父亲及其姑姑均携带 1 个新的特异性 DPP4

基因突变位点，p.V486M（c.1456 G> A）。与不携带这一位点的对照者相比，携带该位点的先证

者及其家系成员的 DPP4 水平和活性均显著降低。体外功能研究表明，来自先证者的含有较高水平

AGLP-1 的血清能够显著刺激原代大鼠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此外，在我们已有的数据库

（GOCY）中发现了另外 8 个特异性 DPP4 基因突变位点。对这些 DPP4 基因突变位点进行体外功

能研究发现，7 个特异性突变位点[p.W124* (c.371 G>A), p.P290L (c.869 C>T), p.S323L (c.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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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p.T351A (c.1051 A>G), p.V486M(c.1456 G> A), p.R492K (c.1475 G>A) 和 p.K554Q 

(c.1660 A>C)] 均可导致 DPP4 蛋白质表达水平和酶活性降低。在对先证者进行为期 4 年的随访过

程中发现，尽管患者没有出现异常的症状或体征，其自身葡萄糖代谢状态以及脂质代谢状态逐年恶

化，多种肿瘤标志物水平逐年上升。 

结论  我们首先报道了高 AGLP-1 血症伴功能丧失型 DPP4 基因突变[p.V486M（c.1456 G> A）] 1

例。先证者及其家系中携带这一新的特异性突变位点的成员均表现为低 DPP4 水平及活性，并且在

体外功能性研究中得到证实。通过对 p.V486M（c.1456 G> A）及 GOCY 数据库中发现的散在的

新的特异性突变位点进行研究表明，至少在中国人群中，DPP4 基因突变导致低 DPP4 活性并不罕

见。这些研究结果为评估长期临床应用 DPP4i 和 GLP-1 类似物的安全性以及精准医疗提供新的证

据。 

 
 

PO-134 

GLP-1 受体激动剂通过下调 TLR4 介导的炎症通路 

对糖尿病大鼠心血管的保护作用 

 
郭伟红,李凤翱,朱崇贵,刘雅馨,王浩,朱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观察利拉鲁肽是否可以通过下调 TLR4 介导的炎症通路对糖尿病大鼠心血管系统起到保护作

用 

方法  体内实验：8 周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 组）、单纯糖尿病组（D 组）和糖尿

病+利拉鲁肽治疗组（G 组）。G 组每日腹腔注射利拉鲁肽 200μg/kg。N 组和 D 组均每日腹腔注射

生理盐水 1ml/kg。干预 16 周后处死大鼠，留取血标本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CRP。观察主动

脉和心肌病理形态学表现；免疫组织化、RT-PCR、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TLR4 、MyD88 和 NF-

κB p65 的表达水平变化。体外实验：采用 A7R5 细胞系，根据培养基及干预方法不同分为：低糖

培养组(L 组），高糖培养组（H 组），低糖培养+利拉鲁肽组（100nM，LG 组），高糖培养+利拉

鲁肽组（100nM，HG 组），低糖培养+利拉鲁肽+exendin (ex9-39，100nM)组（LGE 组），高糖

培养+利拉鲁肽+ exendin(9-39)组（HGE 组），分别培养 12h 和 24h。采用 RT-PCR、Western 

blot、免疫荧光染色方法观察各组细胞 TLR4、MyD88 和 NF-κB p65 表达变化。各组间数据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1.病理改变：D 组大鼠主动脉内皮细胞增生，平滑肌细胞肥大、排列紊乱。心肌细胞出现变

性、坏死。均出现炎症细胞浸润和纤维化。免疫组化结果：D 组大鼠主动脉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

以及心肌细胞的胞膜和胞浆 TLR4、MyD88，胞浆和胞核 NF-κB p65 均呈高表达，有深棕黄色着

色。G 组着色变浅，介于 N 组和 D 组之间。2. 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D 组大鼠主动脉和心肌

组织中 TLR4、MyD88 和 NF-κB p65 呈高表达。G 组较 D 组表达明显下降。3. 体外细胞实验：与

L 组相比，H 组细胞的 TLR4、MyD88 和 NF-κB p65 表达明显增加。利拉鲁肽干预后，HG 组和

LG 组 TLR4、MyD88 和 NF-κB p65 表达较 H 组和 L 组显著下降；利拉鲁肽和 exendin（9-39）干

预后，HGE 组和 LGE 组 TLR4、MyD88 和 NF-κB p65 表达较 HG 组和 LG 组均显著升高。 

结论  糖尿病大鼠主动脉和心肌均出现炎症细胞浸润和纤维化，伴 TLR4、MyD88 和 NF-κB p65 高

表达，表明 TLR4 介导的炎症通路参与了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病过程。利拉鲁肽通过下调主动

脉和心肌 TLR4 介导的炎症通路，对糖尿病大鼠的心血管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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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5 

艾塞那肽不同时长干预对 ApoE-/-小鼠动脉相关因素的影响 

 
陈若然,杨昕,徐爽,于浩,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观察 6 周及 12 周艾塞那肽干预对 ApoE-/-小鼠血脂、超敏 C 反应蛋白、血管细胞粘附分子的

影响。 

方法  将 84 只 5 周龄雄性 ApoE-/-小鼠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普通饮食组、非药物干预组、辛伐他汀

组、艾塞那肽小剂量组（1.2ug·kg-1·d-1）和/或联合辛伐他汀组、艾塞那肽大剂量组（100 ug·kg-

1·d-1）和/或联合辛伐他汀组（每组 12 只）。艾塞那肽日二次腹腔内注射，其余组以等量生理盐水

腹腔内注射，除普通饮食组外，其余各组均高脂喂养。喂养 6w、12w 后各组分别取 6 只处死，HE

染色观察小鼠主动脉弓结构改变，选择性沉淀法检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ELISA 法测

小鼠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Western blot 法测主动脉血管细胞粘附分子（VCAM-1）的蛋

白表达。 

结果  HE 染色主动脉结构情况，普食组 12w 内膜较 6w 增厚，非药物干预组 6w、12w 内膜增厚，

12w 可见内膜广泛病理性增厚，经艾塞那肽干预后内膜结构无明显变化。LDL-C 比较情况，非药物

干预组 12w 较 6w 降低，艾塞那肽组大剂量组 12w 较 6w 升高（P<0.05），艾塞那肽小剂量组、

艾塞那肽大小剂量联合辛伐他汀组无统计学差异。HS-CRP 比较情况，艾塞那肽小剂量联合辛伐他

汀组 12w 较 6w 降低，艾塞那肽大小剂量组 12w 较 6w 升高（P<0.05），非药物干预组、艾塞那

肽大剂量联合辛伐他汀组无统计学差异。非药物干预组、艾塞那肽大小剂量联合辛伐他汀组

VCAM-1 表达下降，艾塞那肽小剂量组 VCAM-1 表达下降（P<0.05）。 

结论  艾塞那肽可通过抑制 LDL-C、HS-CRP 的增加和下调 VCAM-1 的蛋白水平预防高脂饮食的

ApoE-/-小鼠 AS 病变的形成及发展。 

 
 

PO-136 

GDF-11 对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刘敏,向光大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目的  探讨 GDF-11 对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  4 周龄的 SPF 级雄性 ApoE-/-小鼠适应性喂养 1 周后，高糖高脂饮食结合小剂量链脲佐菌素

(STZ)腹腔注射建 2 型糖尿病并发 NAFLD 鼠模型，将成模小鼠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阳性对照组

（vehicile 组，n=10），GDF11 干预组（GDF11 组，n=10），腺相关病毒-绿色荧光蛋白组

（AAV-GFP 组，n=10）和腺相关病毒-GDF11 组（AAV-GDF11 组，n=10），并设立正常对照组

（normal 组，n=10）。共干预 12 周，检测血清血糖、血脂、胰岛素抵抗指数；肝脏组织匀浆检测

甘油三酯、炎性因子等变化；计算肝脏指数、HE 和油红 O 色观察肝脏形态学变化和肝脏内脂质蓄

积的情况；检测肝脏组织匀浆 p-Smad3、Smad3、p-Smad4、Smad4、p-AMPK 、AMPK 、p-

Akt、Akt、p-eNOS、eNOS 表达水平。 

结果  与糖尿病鼠组比较，GDF-11 组及 AAV-GDF11 组细胞内甘油三酯含量明显降低。与糖尿病

鼠组比较，GDF-11 组及 AAV-GDF11 组可显著改善胰岛素抵抗。HE 染色及油红 O 染色均可见糖

尿病鼠组肝脏脂质沉积现象明显，可见融合成大的脂滴，细胞核被挤到细胞周边，GDF-11 组及

AAV-GDF11 组脂质沉积现象较糖尿病鼠组改善，可见少量脂滴。与正常组比较，糖尿病鼠组 P-

AMPK/AMPK、p-Smad3/Smad、p-Smad4/Smad、p-Akt/Akt、p-eNOS/eNOS 表达水平显著减

低，与糖尿病鼠组比较，GDF-11 组及 AAV-GDF11 组 P-AMPK/AMPK、p-Smad3/Smad3、p-

Smad4/Smad4、p-Akt/Akt、p-eNOS/eNOS 表达水平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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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DF-11 可改善脂肪变性肝细胞脂质代谢，可能是通过调控 Smad3/4 或 AMPK/Akt/eNOS 信

号通路实现的。 

 
 

PO-137 

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腔内治疗术后 临床疗效和转归分析研究 

 
陈桂珊,刘丹,戚以勤,麦梨芳,杨川,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1、研究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患者腔内治疗术后的临床效果和远期转归，包括溃疡愈合、保

肢，以及死亡、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新发溃疡等； 

2、术后血管再狭窄/闭塞发生情况、影响因素以及与新发溃疡、新发心脑血管事件之间的关系，为

制定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临床诊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分泌科行动脉腔内治疗术的糖

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患者共 132 例，对其中成功重建血运并纳入随访的 114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和追踪调查。收集术前基线和临床、生化、影像学等随访资料。通过定期的门诊随访，辅以电话随

访和病历查询，了解患者的临床效果和转归，包括溃疡愈合、保肢，以及死亡、心脑血管事件发

生、新发溃疡，术后血管再狭窄/闭塞发生情况、影响因素以及与新发溃疡、新发心脑血管事件之

间的关系。 

结果  1、术前、术后踝肱指数分别为 0.50（0.00-0.78）、0.81（0.64-0.98），术前、术后经皮氧

分压分别为 21.50（13.00-31.00）mmHg、36.00（25.25-43.75）mmHg，术后踝肱指数、经皮氧

分压较术前均明显升高（p＜0.01）。 

2、影响血管再狭窄/闭塞的单因素分析（Log rank 检验）结果显示：基线足溃疡、血管病变程度

重、术后足背足底动脉弓不完整、抗血小板药物和他汀药物依从性差是其危险因素（p＜0.05）。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引入 Cox 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示，术后足背足底动

脉 弓 （ RR=0.297 ， 95%CI 0.099~0.891 ， p=0.030 ） 、 基 线 足 溃 疡 (RR=2.965 ， 95%CI 

1.006~8.742，p=0.049）是影响糖尿病下肢动脉腔内治疗术后血管再闭塞的独立预测因素。术后

足背足底动脉弓（RR=0.380，95%CI 0.172~0.840，p=0.017）是影响糖尿病下肢动脉腔内治疗术

后血管再狭窄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1、应用腔内治疗术重建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患者血运，疗效确切，可提高糖尿病足溃疡伤口

愈合率，降低截肢率或截肢平面，且手术安全性高。 

2、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患者即使接受下肢动脉腔内治疗术，其远期全因死亡率仍较高，心脑血管

事件为其主要死因。 

3、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腔内治疗术后血管远期再狭窄/闭塞率较高，基线足溃疡、术后足背足底动

脉弓不完整，以及抗血小板药物、他汀药物依从性差是导致血管再狭窄/闭塞的危险因素。 

 
 

PO-138 

GLP-1 类似物对 2 型糖尿病体脂分布调控机制的初步研究 

 
赵丽,朱春芳,陆萌,陈驰,王宁荐,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GLP-1 受体激动剂利拉鲁肽对不同部位脂代谢过程的调节及其对体脂分布的影响。 

方法  SPF 级雄性 Wistar 和 GK 大鼠，高脂喂养 8 周后，随机分五组为对照组（n=10）、2 型糖尿

病对照组（n=10），2 型糖尿病+利拉鲁肽小剂量干预组（n=10），2 型糖尿病+利拉鲁肽大剂量

干预组（n=10），2 型糖尿病+饮食控制组（n=10），分别给予不同剂量的利拉鲁肽或等体积的生

理盐水干预 12 周。检测大鼠代谢指标。影像学检查检测大鼠的体脂含量及体脂分布。灌流 U-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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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油及 9,10-3H-棕榈酸等同位素示踪剂，测定甘油出现率（Ragly）及不同部位脂质沉积及合成率。

体外 9,10-3H-棕榈酸培养骨骼肌，测定脂肪酸 β 氧化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及免疫蛋白印迹

技术检测不同部位脂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量。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利拉鲁肽组大鼠体重、血糖、血脂、胰岛素抵抗等指标均明显改善、Ragly

减少；利拉鲁肽治疗两组的大鼠内脏脂肪堆积明显减少，皮下脂肪相对轻度增加；2.与对照组相

比，利拉鲁肽治疗组内脏脂肪合成减少，皮下脂肪的合成率增加，腹股沟及臀部皮下脂肪脂质沉积

率增加，骨骼肌中脂肪酸的 β 氧化率也明显升高，相应的脂代谢关键酶表达量也出现类似的变化趋

势；皮下脂肪组织中的解偶联蛋白 1 表达量增加。 

结论  利拉鲁肽可以通过差异性地调节不同部位的脂代谢过程及相关基因的表达量，刺激皮下白色

脂肪棕色化，来减少内脏脂肪堆积，并相对增加皮下脂肪堆积，从而改变体脂分布，增加胰岛素敏

感性，为肥胖型 2 型糖尿病及其并发证的防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PO-139 

内质网分子伴侣 Grp78 对糖代谢的影响 

 
董振华 1,陈福莲 2,张晓寒 3,何钊 3,高聆 3,赵家军 3 

1.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2.益都中心医院 

3.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内质网应激是连接肥胖、胰岛素抵抗和 2 型糖尿病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Grp78（Bip）是内

质网上的关键分子伴侣，正常状态下 Grp78 卯定在内质网膜上，应激因素导致 BIP 在内质网膜解

离，引起内质网三条非折叠蛋白通路的激活，引发错误折叠蛋白反应。本研究通过对 GRP78 敲除

SD 大鼠及同窝野生大鼠能量代谢、糖代谢及其关键影响分子进行比较，研究 GRP78 在在糖代谢

中的作用。 

方法  将 Grp78 基因敲除的雄性 SD 大鼠 Grp78(+/-）及同窝对照野生型雄性 SD 大鼠 Grp78 (+/+)

各两组分别给予普食及高脂喂养。监测体重、体脂含量、摄食量、代谢笼检测能量代谢。行腹腔注

射葡萄糖耐量（IPGTT）实验检测大鼠葡萄糖耐量，丙酮酸耐量实验（PTT）检测糖异生水平，胰

岛素钳夹实验检测胰岛素敏感性，并留取各组肝脏组织样本进行 western blot 检测。 

结果  普食喂养组 Grp78(+/-）大鼠与野生型大鼠相比，体重、体脂含量、摄食量、能量消耗方面均

无明显差异。丙酮酸耐量实验中，普食 Grp78(+/-）大鼠血糖水平较 Grp78 (+/+)大鼠明显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大鼠葡萄糖耐量及胰岛素敏感性无明显差异。Western blot 显示

普食组 Grp78(+/-）大鼠肝脏 Grp78 蛋白表达量、糖异生关键酶 G6P 及 PEPCK 的蛋白表达量较

Grp78 (+/+)大鼠明显下调（p<0.05）。 高脂喂养后 Grp78(+/-）大鼠肝脏 Grp78 蛋白表达的下调

消失，与野生型大鼠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同时两组大鼠丙酮酸耐量、肝脏 G6p、PEPCK

的蛋白表达的差异也消失（p>0.05）。高脂组 Grp78(+/-）大鼠与 Grp78 (+/+)大鼠相比，在体重、

体脂含量、摄食量、能量消耗、葡萄糖耐量、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均无明显差异。 

结论  内质网分子伴侣 Grp78 基因敲除后通过下调糖异生关键酶 G6P 及 PEPCK 的蛋白表达从而抑

制肝糖异生。高脂喂养使 Grp78 基因敲除鼠 Grp78 蛋白表达恢复，Grp78 蛋白表达恢复后对糖异

生的作用消失，说明 Grp78 在肝糖异生中起到关键作用。Grp78 基因敲除对胰岛素敏感性及葡萄

糖耐量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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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0 

氧化应激关键酶在高血糖“代谢记忆”中的作用研究 

 
廖云飞,陈璐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高血糖“代谢记忆”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氧化应激是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共同

通路，内皮细胞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及 NAD(P)H 氧化酶是活性氧的主要来源，本研究旨在

探讨二者在氧化应激介导的高血糖“代谢记忆”中的作用。 

方法  将人主动脉内皮细胞（HAECs）随机分为 3 组：代谢记忆组，即高糖（30mM）培养 1 天后

改为正糖（5mM）培养 1 天、2 天或 3 天；正糖对照组，持续正糖培养 1 天或 4 天；高糖对照组，

持续高糖培养 1 天或 4 天。 

雄性 Wister 大鼠 80 只随机分为以下 3 组：代谢记忆组，给予链脲佐菌素单次注射，维持高血糖状

态 12 周后，严格控制血糖后继续饲养 12 周；正常对照组，连续饲养 12 周或 24 周；持续高糖

组，STZ 诱发高血糖状态 12 周或 24 周。造模完成后，评价各 HAECs 及主动脉中一氧化氮

（NO）活性、内皮素-1（ET-1）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的 mRNA 表达变化，检测氧化应

激状态。 

结果  本研究细胞及动物模型结果一致，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高糖组 NO 生物活性显著下降，恢复

正糖后 NO 活性仍未改变，且与持续高糖组无显著差异。高糖组及代谢记忆组中细胞及动脉组织中

ET-1 及 MCP-1 的水平持续升高。高糖组活性氧比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但给予 eNOS 抑制剂或

NAD(P)H 氧化酶抑制剂后，可一定程度上减轻代谢记忆组的氧化应激。此外，抑制剂的使用可部

分恢复 H1N3 组 HAECs 中 NO 的生物活性，ET-1 及 MCP-1 的 mRNA 水平也有显著下降。高糖组

及代谢记忆组中 NAD(P)H 氧化酶的活性与正常组相比，均大幅度提高，而高糖组及代谢记忆组中

Nox4 及 p22phox 的水平也显著升高。高糖亦导致 eNOS 持续高表达，而 eNOS 的磷酸化水平则

持续下降，即使血糖降至正常后仍然未恢复。 

结论  早期高糖引起的 eNOS 表达升高及活性下降，以及 NAD(P)H 氧化酶持续激活及表达升高是

高血糖“代谢记忆”中活性氧的重要来源。 

 
 

PO-141 

二甲双胍通过上调高脂大鼠下丘脑 MC4R 

表达改善骨骼肌胰岛素敏感性 

 
张好好,郑路,刘娇,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对高脂大鼠下丘脑 MC4R、骨骼肌 AMPK/SIRT1 表达、线粒体功能及胰岛素敏

感性的影响及作用。 

方法  6 周龄 Wistar 大鼠适应性喂养 1 周后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NC 组）、高脂饮食组（HF

组）、二甲双胍组干预高脂饮食组（HF+Met 组）及二甲双胍干预高脂饮食+MC4R 拮抗剂组

（HF+Met+SHU9119 组）。HF+Met+SHU9119 组大鼠脑室内输注 SHU9119，其他组输注等量脑

脊液；另外，HF+Met+SHU9119 组和 HF+Met 组大鼠每天给予二甲双胍 300mg/kg 灌胃，连续 12

周，其他组予以等体积蒸馏水灌胃。用 Western blot 和 Real-time PCR 检测各组大鼠下丘脑黑皮

素 4 受体（MC4R）、骨骼肌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和沉默信号调节子 1（SIRT1)的表达

水平及线粒体 DNA（mtDNA）拷贝量，用比色法定量检测骨骼肌线粒体柠檬酸合酶（CS）活性，

CM-H2DCFH-DA 作为探针测定 ROS 含量，硫代巴比妥酸法检测 MDA 含量，ELISE 检测 GSH 及

tSOD 活性，大鼠尾静脉插管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实验检测系统及骨骼肌胰岛素敏感性，酶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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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血液中游离脂肪酸（FFA）、总胆固醇（TCH）、总甘油三酯（TG）水平，并用生化法检

测骨骼肌细胞内 TG。 

结果  与 NC 组相比，高脂大鼠下丘脑 MC4R 及骨骼肌 AMPK、SIRT1 mRNA 及蛋白表达量明显下

降，骨骼肌线粒体 mtDNA 拷贝量、GSH 及 tSOD 活性明显降低，ROS 及 MDA 含量增加

（p<0.05）；二甲双胍干预后，下丘脑 MC4R 及骨骼肌 AMPK、SIRT1 表达和较 HF 组显著增

加，SIRT1 mRNA 及蛋白表达量甚至高于 NC 组。此外，骨骼肌线粒体 mtDNA 拷贝量、GSH 及

tSOD 活性增加，ROS 及 MDA 含量减少，线粒体抗氧化水平明显改善，系统及骨骼肌胰岛素敏感

性亦明显增加，骨骼肌及血 TG 含量大大降低（p<0.05）。输注 MC4R 拮抗剂 SHU9119 后，骨骼

肌 AMPK、SIRT1 mRNA 及蛋白表达量相比较 HF+Met 组明显下降，线粒体 mtDNA 拷贝量、

GSH 及 tSOD 活性降低，ROS 及 MDA 含量增加，系统及骨骼肌胰岛素敏感性明显降低

（p<0.05） 

结论  二甲双胍通过介导下丘脑 MC4R 表达上调高脂大鼠及骨骼肌 AMPK/SIRT1 表达，从而改善

骨骼肌线粒体功能异常及胰岛素敏感性。 

 
 

PO-142 

1 型糖尿病儿童应用瞬感血糖监测系统的准确性及适用性评价 

 
胡可嫣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快速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flash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FCGM）在 14 岁及以

下 1 型糖尿病（T1DM）患者中应用的准确性、安全性及使用满意度。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于我省多家医院门诊治疗的 14 岁及以下 T1DM 患者 48 例作

为研究对象。所有受试者测量糖化血红蛋白（HbA1c）以评估近期血糖控制状况；采集年龄、病

程、体质指数（BMI）、胰岛素注射方式及剂量等一般资料。由专职护士为受试者佩戴仪器，并对

所有受试者进行统一的使用辅导及相关健康饮食教育。试验进行期间，受试者被要求接受 3 次定期

随访，随访期间由专职医生观察记录受试者血糖变化情况，必要时调整胰岛素剂量但不进行额外药

物干预。试验期间要求受试者每天监测≥3 次同时间点（FCGM 与 SMBG 监测时间间隔≤5 分钟）

指尖血糖值并做纸质记录。14 天后试验结束时，专职医生导出所有受试者的血糖分析图谱，仪器

移除后由受试者及监护人回答相关问题并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 

结果  所收集到的 FCGM 与 SMBG 匹配值共 1568 对，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示两者呈显著正相

关（r=0.942，p＜0.001）；总体 MARD 值为 14.23%（95％CI 13.54%-14.83%）；共识误差栅格

分析表格示，A 区+B 区比例为 99.62％，其中 83.44%的配对数据值落在 A 区，15.05%落在 B

区，准确性较高且该系统的数值及临床准确性均不受受试者特征的影响；整个研究期间，48 例受

试者中出现 1 例因急性并发症住院而提前退出试验，其原因确定与仪器本身无关；1 例佩戴时穿刺

点出血；1 例出现探头移除后植入点皮肤红肿；3 例仪器提前脱落，未发现其余皮肤瘀斑、硬结等

仪器相关性不良事件。仪器使用满意度综合评分为 4.43，其中“这个仪器对比指尖血测量给我带来

更少疼痛”项得分最高，随访发现汗液分泌旺盛、外界强力、小儿上臂过细、儿童活动量大等均与

探头脱落相关；在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同时，监护人心理状态也应得到广泛重视。 

结论  FCGM 在本地区 T1DM 儿童应用的准确性、安全性及用户可接受性均较高，该系统使用便

捷，可减少疼痛且准确性不受受试者的特征影响，但因个体差异较大，且本次试验覆盖面及试验时

间有限，该仪器是否可广泛用于中国青少年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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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 

妊娠糖尿病泌乳素水平变化与妊娠不良结局相关性临床研究 

 
王连英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PRL 水平的变化对 GDM 妊娠结局的影响以及 GDM 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在北京市平谷区医院产科门诊建档的孕妇 974

例。在孕 12 周建档时采集：血常规、ALT、空腹血糖、甲状腺功能（FT3、FT4、TSH）、甲状腺

过氧化酶抗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并采集患者身高、孕前体重；在孕

24-28 周完成 75g 无水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同时测定血清 PRL；随后在孕 33-39 周产检时复查血

清 PRL；采集产前体重、生产情况及合并疾病情况。 建立数据库，统计分析采用 SPSS19.0 对数

据进行分析， P＜0.05 为显著性统计学意义。采用 Logistics 回归分析影响 GDM 的危险因素，采

用 ROC 曲线获得预测 GDM 发生的早期空腹血糖值切点。 

结果  1.受试者糖耐量筛查结果：在符合入排标准的 974 例受试者中，筛查出 184 例 GDM（GDM

组），糖耐量正常（Normal Glucose Tolerance,NGT）790 例（NGT 组），GDM 发生率为

18.9%。 

2. PRL 水平的变化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无论在 GDM 组与 NGT 组，在孕中期 PRL 水平增高可见羊

水过少现象（P=0.007）。但两组之间孕中期、孕晚期 PRL 水平变化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P=0.66，P=0.324）。 

3.GDM 对剖宫产发生率的影响：GDM 组剖宫产发生率 60.9%，NGT 组为 42.7％，两组相比 P＜

0.001，具统计差异。两组之间巨大儿、妊娠病理无差异（P >0.05）。剖宫产的发生还与妊高症、

年龄、孕前 BMI 相关（P＜0.05）。 

4. GDM 的相关危险因素：GDM 的危险因素与年龄、ALT、孕前 BMI、糖尿病家族史、孕早期（12

周）空腹血糖有关（P＜0.05）。914 例受试者 12 周筛查的空腹血糖值进行 ROC 曲线分析显示

ROC 的切点值为 4.56mmol/L，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43(95％CI：0.595～0.691)。 

结论  1. 孕中期 PRL 水平增高可能与羊水过少有关，PRL 水平的变化在 GDM 组与 NGT 组无明显

差异。 

2.GDM 显著增加剖宫产率，但巨大儿、妊娠病理与 NGT 组相比未见显著增加，可能与 GDM 孕期

血糖控制达标有关。 

3.GDM 危险因素与年龄、ALT、孕前 BMI、糖尿病家族史、孕早期（12 周）空腹血糖大于

4.56mmol/L 有关。 

 
 

PO-144 

老年 CAN 患者血糖控制目标和低血糖发生风险关系的探讨 

 
张风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CAN）患者容易发生低血糖，低血糖损害激素与自主神经对日后发生

的低血糖反应，无感知低血糖会导致恶性心律失常阈值下降及猝死等严重并发症。本研究旨在探讨

年龄大于 60 岁且具有 CAN 的老年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控制指标如何才能减少无症状低血糖的发生

率，进而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对内分泌门诊随诊的年龄大于 60 岁应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依据国际统一的糖尿病自主神经

病变的诊断标准进行筛查，诊为 CAN 的患者 112 例，依据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否大于 7，将

所有患者分为两组：HbA1c>7 组（N=62）和 HbA1c<7 组（N=50）。分别对两组患者低血糖发生

情况以及由于低血糖所致的心脑血管并发症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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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诊为 CAN 的患者中，HbA1c>7 组低血糖发生率为 9.6%，由于低血糖所致的心脑血管事

件为 3.2%；而 HbA1c<7 组，低血糖发生率为 16%，低血糖所致的心脑血管事件为 10%，两组在

低血糖发生率和由于低血糖所致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均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老年接受胰岛素治疗且具有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目标不宜过于

严格，糖化血红蛋白控制住 7 以上有利于降低低血糖及由于低血糖所致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PO-145 

中孕期和产后血清甘油三酯水平 

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血糖转归的影响 

 
赖梦宇,王念,马宇航,李娜,王育璠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目的  探讨中孕期和产后血清甘油三酯水平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血糖转归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2 年 4 月-2018 年 4 月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 GDM 患者 639 例，

于产后 6-8 周，进行 75 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胰岛素释放试验，并检测血脂水平。根

据产后血糖水平分为正常糖耐量和糖代谢异常（包括 IFG、IGT、IGR 和 DM）。根据产后 TG 水

平将患者分为正常 TG 组(<1.70mmol/L,n=489，T1)和高 TG 组 (≥1.70mmol/L, n=150，T2)。比较

T1 和 T2 组：（1）患者一般情况：年龄、BMI、糖尿病家族史、孕期胰岛素使用情况等；（2）其

他血脂谱；（3）产后糖代谢异常发生率；（4）胰岛细胞功能指数(HOMA-β)、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TG 对产后血糖转归的影响。 

结果  1. 639 例 GDM 患者中，35.5%的患者产后仍存在糖代谢异常。2.与 T1 组相比，T2 组患者产

后 BMI（25.70±5.00 vs 23.75±3.08 kg/m2，P<0.01）更高；产后总胆固醇（5.66±1.13 vs 

5.03±0.90 mmol/L, P<0.001)、LDL（3.67±0.90vs 3.15±0.76 mmol/L，P<0.001）更高；产后 HDL

（1.23±0.27 vs 1.54±0.33 mmol/L, P <0.01）更低；产后糖代谢异常的发生率 (51.33% vs 30.67%, 

P< 0.01) 更高；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2.69(0.56,18.14) vs1.09(0.11,8.22), P＜0.01）更

高。3.调整了年龄、BMI、家族史、妊娠期治疗情况后，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产后 TG 水平与产后

糖代谢异常发生率相关（OR=1.49，95%CI：1.24-1.80，P<0.001）。4. 335 例 GDM 患者产后

TG 与中孕期 TG 成正相关（β=0.392，P<0.01）。 

结论  GDM 患者产后 6-8 周有超过 1 /3 患者存在糖代谢异常，产后 TG 水平与中孕期 TG 水平正相

关，GDM 患者产后 TG 水平升高者往往伴随体重增加、其他脂代谢紊乱以及胰岛素抵抗加重, 因此

产后 TG 水平升高是 GDM 患者产后发生糖代谢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 

 
 

PO-146 

miR-129/335 调控 MMP-9 表达 

在糖尿病大鼠皮肤伤口愈合中的作用 

 
王维,杨川,王晓艺,曾婷婷,周立艳,严励,任萌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1. 观察糖尿病大鼠皮肤病变中 miR-129/335、SP1、MMP-9 表达； 

2. 明确糖尿病大鼠皮肤局部注射 miR-129/335 对 SP1、MMP-9 蛋白表达的影响； 

3. 观察 miR-129/335 过表达对糖尿病大鼠皮肤伤口愈合的影响。 

方法  1. 予雄性 SD 大鼠腹腔内注射 50mg/kg 体重的 STZ 来诱导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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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糖尿病大鼠成模 30d，取大鼠背部皮肤，检测糖尿病及正常大鼠皮肤内 miR-129/335、SP1、

MMP-9 的水平； 

3. 皮肤伤口模型的建立； 

4. 40 只糖尿病大鼠分为 4 组,即 Control 组、miR-129 组、miR-335 组、miR-MIX 组，另取 10 只正

常大鼠为阴性对照组; 伤口形成后 0d、 4d、 7d、10d 按分组各注射一次 miR-agomir，0d、7d、

10d、14d 观察大鼠伤口愈合情况； 

5. 伤口愈合的检测； 

6. 14d 后处死大鼠，提取皮肤组织总蛋白后，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其 SP1、MMP-9 蛋白水平。 

结果  1. 糖尿病大鼠伤口模型的建立：SD 大鼠腹腔注射 STZ 7 d 后，测 3 个时间点随机血糖高于

16.7 mmol/L，波动范围为 23-28mmol/L。 

2. 糖尿病成模 30d 后取大鼠皮肤，检测 miR-129/335 的表达，结果发现：糖尿病大鼠皮肤中 miR-

129、miR-335 表达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糖尿病大鼠皮肤组织中 SP1 mRNA、MMP-9 mRNA 表达较正常大鼠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以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皮肤 SP1、MMP-9 的蛋白表达，与正常大鼠相比，糖尿病

大鼠 SP1 及 MMP-9 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与对照组相比，miRNA 转染组愈合率明显提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各 miRNA 注射

组间的愈合率并无统计学差异； 

5. 注射 miR-129/335 组的大鼠皮肤组织 SP1、MMP-9 蛋白的水平明显降低，且混合注射组 SP1、

MMP-9 蛋白的水平低于单独注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糖尿病大鼠皮肤 miR-129/335 低表达，SP1、MMP-9 表达上调； 

2. 伤口局部注射 miR-129/335 可以促进糖尿病大鼠皮肤伤口愈合； 

3. 局部注射 miR-129/335 可能通过抑制 SP1 的表达，从而降低伤口局部 MMP-9。 

 
 
 

PO-147 

基于《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近 10 年发表文章荟萃分析  

——探讨我国近年来内分泌研究特点及热点 

 
井高静,汤旭磊,冯春,韩婕,马丽华,牛滢,成建国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近 10 年发表文章的研究分布、经典文献、热点及前沿等，来探

讨国内近年来内分泌方面研究特点及热点。方法：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8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年发表的所有文章，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 Ucinet 6，获得《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近 10 年发表文章的省份和核心作者合作图谱、研究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及聚类分析等。 

结果  按主题检索共检 2786 篇文献，将其题录信息下载并保存为纯文本文件后导入 BICOMS2 分

析软件抽取和整理关键词，分别对文献发表时间及量、地区分布、主要研究单位、研究作者、研究

热点进行统计并排序，并对关键词、研究作者等生成共现矩阵后采用 Ucinet6.0 软件中的 NetDraw

绘制社会网络图。最后对关键词采用 gcluto 进行聚类分析，生成可视化曲面图和可视化矩阵。 

结论  通过对《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8 年-2017 年年底十年的荟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近 10

年针对内分泌与代谢相关研究热点与特点，近 10 年我国对内分泌的研究仍是热点，每年发表的文

献量基本稳定，但近几年高质量期刊发表文章量减少，考虑与近几年国内研究要求增高有关，而对

于内分泌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等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三甲医院或

知名的部队医院，而研究团队分别以宁光教授、王卫庆教授、母义明教授、刘超教授、贾伟平教授

所带领的团队为主，通过聚类发现，各省市、各教授之间研究呈跨区域、跨医院趋势，专家之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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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协作。但是近十年的研究热点仍以糖尿病为主，尤其为 2 型糖尿病的治疗等，其他内分泌相关疾

病或是激素研究较少，今后研究热点可以有所侧重。 

 
 

PO-148 

密歇根神经病变筛查量表在住院 2 型糖尿病 

合并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诊断截点的观察研究 

 
周海成,林倩丽,于洋,刘媛媛,邢倩,杜建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目前密歇根神经病变筛查工具（MNSI）被用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的筛查，但是不

同研究所示 MNSI 用于诊断 DPN 的截点值有所差异。本研究选取住院 2 型糖尿病（T2DM）患

者，观察研究密歇根神经病变筛查量表的截点值，以期为临床上 DPN 的早期筛查工作提供参考资

料。 

方法  选取住院的 116 名 T2DM 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所有入选对象进行 MNSI 评分，包括 15 道问

题问卷及 4 项体格检查（足外观、足溃疡、踝反射、振动觉）；对患者进行压力觉、温度觉、针刺

痛觉的查体以及神经传导速度（NCV）检查，用以辅助 DPN 的诊断；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按

DPN 的诊断标准进行分层诊断，应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 

结果  1.本研究共选取研究对象 116 例（DPN 组 95 例，非 DPN 组 21 例）。2. Logistic 回归分析

示 MNSI 问卷中的 12 个问题均非 DPN 诊断的影响因素（P>0.05）；踝反射及振动觉减弱或缺失

是 DPN 诊断的影响因素（P<0.05）。3. 患者问卷中所有问题的敏感性波动于 0～0.579，特异性

在 0.714～1.000 之间，问题 1（即下肢或足部是否有麻木感）的敏感性最高（0.579），问题 2

（即下肢或足部是否曾有过灼痛的感觉）、问题 3（即双足是否有感觉过敏的现象）、问题 5（即

下肢或双足是否出现过刺痛的感觉）、问题 6（即当被褥接触皮肤时是否有被刺痛的感觉）、问题

8（即是否曾有过足部溃疡）、问题 13（即行走时能否感觉到双足）的特异性最高（1.000）；问

题 1 和问题 5 对诊断 DPN 的价值高，而问题 12（即下肢在走路时是否受过伤）的价值最低。4. 本

研究患者问卷截点值为 2 时，AUC 为 0.773，敏感性为 73.7%，特异性为 81.0%。体格检查截点

值为 3 时，AUC 为 0.778，敏感性为 84.2%，特异性为 71.4%，提示问卷诊断截点为 2 分，体格

检查诊断截点为 3 分时，DPN 的筛查率最高。 

结论  1. MNSI 评分的患者问卷中症状均非 DPN 诊断的影响因素，踝反射及振动觉减弱或缺失是

DPN 诊断的影响因素。2. MNSI 评分中患者问卷的问题 1 敏感性最高，问题 2、问题 3、问题 5、

问题 6、问题 8、问题 13 的特异性最高；问题 1 和问题 5 对诊断 DPN 的价值高，而问题 12 的价

值最低。3. MNSI 的问卷诊断截点为 2 分，体格检查诊断截点为 3 分时，DPN 的筛查率最高。 

 
 

PO-149 

GLP-1 受体激动剂在改善 STZ 及高脂喂养诱导 

糖尿病大鼠认知功能损害中 Pgc-1 a 表达的改变 
 

刘林,张俊清,郭晓蕙,王紫薇,高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症（AD）和糖尿病所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有相似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两者同为年

龄增长依赖性疾病，现更多用糖尿病认知功能障碍动物模型作为研究 AD 认知功能障碍的模型，两

者有共同的脑内胰岛素抵抗（胰岛素生成及胰岛素作用减弱）的病理基础。而 PGC-1α 在 AD 脑中

表达减低，在认知功能障碍的脑内高表达 PGC-1α 可以明显改善认知功能障碍。在糖尿病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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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C-1α 的表达表现为高度的组织器官特异性。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降糖药物及降糖治疗方

案对认知功能改善方面。 

探讨降糖药物 Glp-1 受体激动剂在改善 STZ/高脂喂养糖尿病大鼠认知功能障碍改善的机制及 PGC-

1a 的表达改变。 

方法  研究高脂（富含 PA 饮食）饮食 STZ 构建 2 型糖尿病大鼠及 GLP-1 干预糖尿病大鼠，认知功

能改善（水迷宫试验）反应时间，PGC-1α、的表达，以及 INS-2mRNA 的表达（脑内来源的胰岛

素）。 

结果  1，造模成功后干预 12 周 GLP-1 组初期血糖较糖尿病组明显减低，后期血糖差异逐渐缩小，

至杀检血糖已无明显差异。体重上糖尿病组及 GLP-1 干预组体重较对照组均明显减低，GLP-1 组

与 DM 组相比，体重减低，但除干预 7 周氏有统计学差异，余未达到明显统计学差异。2，水迷宫

实验中糖尿病组首次穿越时间明显延长，穿越次数明显减少，GLP-1 组较对照组首次穿越时间明显

延长，穿越次数减少，GLP-1 干预组较糖尿病组首次穿越时间缩短，穿越次数增多，但未达到统计

学差异。3，糖尿病 PGC-1αmRNA 表达较对照减低，GLP-1 可以提高大脑皮质 PGC-1αmRNA 的

表达，正常大鼠大脑皮质可表达 INS-2mRNA 且表达水平低，而糖尿病组未检测到 INS-2 表达，

GLP-1 干预组偶可检测到 INS-2 的表达 

结论  STZ 及高脂（富含棕榈酸）饮食可成功造糖尿病模型。糖尿病大鼠的认知功能较对照组减

低，而 GLP-1 可以改善糖尿病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糖尿病大鼠大脑皮质 INS-2 未检测到表达，

可能参与认知功能障碍发病机制，PGC-1α 在糖尿病大鼠大脑皮质 mRNA 表达减低，而 GLP-1 可

刺激其表达上调，同时伴有认知功能的改善。PGC-1α 除改善大脑能量代谢外，可能会影响到脑内

INS-2 的表达，从而改善认知功能。 

 
 

PO-150 

糖尿病足下肢血管介入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分析 

 
王渊,郑宏庭,童强,徐静,王慧,张瑞,张晓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我们通过对本院下肢血管介入治疗前后的糖尿病足患者进行为期 1 年的随访观察，分析下肢

血管介入治疗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为临床上糖尿病足患者的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51 位住院的糖尿病患者，均有行下肢血管介入治疗指征。

收集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术前均行踝肱指数(ABI)检查，术后复查 ABI，并于术后 3 月、6 月、12

月分别行 ABI 检查，术后 12 个月时再行下肢 CTA 明确是否存在血管再狭窄；随访期间记录并发症

情况。 

结果  51 名患者共 61 条腿行下肢血管介入治疗，患者中男性 37 名，女性 24 名，其中吸烟 31 名

(50.8%)，中位年龄 72(68, 75)岁，糖尿病病程 15.35+3.27 年。其中 18 条腿行单纯球囊扩张术，

43 条腿行球囊扩张术以及支架植入术。术中靶血管均开通，术后造影显示狭窄<30％，有直达足部

血流，手术成功率 100%。术后患肢皮温、疼痛症状明显缓解。与术前 ABI(0.46+0.29)相比较，术

后 ABI(0.79+0.29)明显改善(P＜0.001)。随访过程中，其中 3 条腿行截肢术(4.9%)，8 条腿发生血

管再狭窄(13.1%)，2 条腿出现动脉血栓(3.2%)，1 条腿出现缺血再灌注损伤(1.6%)，2 名患者出现

脑梗塞(3.2%)。术后 3 个月、6 个月、12 月 ABI 分别为 0.82+0.16，0.78+0.15，0.75+0.16，均较

术前有明显改善(P＜0.001)。 

结论  下肢血管介入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肢血管情况，且并发症较少，1 年内截肢率以及再狭窄率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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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 

基于 Ewing 的 HRV 分析是 2 型糖尿病 

心脏自主神经病变诊断的有效方法 

 
张晓宇 1,邝建 2,徐谷根 1 

1.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  对 Ewing 试验及 HRV 两种诊断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DCAN）的方法进行分析，并尝试

探索基于 Ewing 试验的 HRV 诊断模式，评价其临床实用价值。 

方法  纳入 2 型糖尿病患者 47 例，糖耐量正常者 19 例。所有受试者在 Ewing 试验时，予心脏搏动

法监测心率变异性；分析 Ewing 试验各项目期间 HRV 各参数变化，尝试探索基于 Ewing 试验的

HRV 诊断模式，并评价其临床实用价值。 

结果  对基于 Ewing 试验中的 HRV 指标进行判别分析和策树建模，纳入所有 T2DM 的患者数据得

到两个 HRV 诊断组合：1. 握力试验 HF≤138.0 ms2，同时静息状态 LF/HF＞4.141、Valsalva 动作

时 VLF≤1975.0 ms2、深呼吸时 LFnorm＞75.6n.U.，或 2. 握力试验 HF≤138.0 ms2、静息状态

LF/HF≤4.141，与 Ewing 试验的诊断符合率理想，敏感性为 96.2%，特异性为 76.3%，

Kappa=0.737，P=0.001。 

结论  于 Ewing 的 HRV 诊断组合（Ewing-HRV 法）与经典的 Ewing 试验的诊断效率高度吻合，且

Ewing-HRV 法无创、受主观因素影响小、简单易行，在更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基础上，或可用于

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的筛查。 

 
 

PO-152 

中国汉族人群中 GLP-1 编码序列遗传多态性筛查 

 
魏晓伟,韩静,张扬,江霞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GLP-1 可通过作用于多系统发挥降糖作用，已有研究显示，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GLP-1 浓

度显著低于健康对照。通过筛查中国汉族人群中 GLP-1 对应基因是否存在遗传多态性，为进一步

研究 GLP-1 遗传多态性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提供基础。 

方法  根据 NCBI 提供数据确定 PROGLUCAGON 基因上 GLP-1 的编码序列，随机测序 100 名无

血缘关系中国汉族志愿者的相应序列，解读测序结果与 HAPMAP 数据库网站提供数据是否匹配。 

结果  GLP-1（7,37）的氨基酸序列为：HAEGTFTSDVSSYLEGQAAKEFIAWLVKGRG。相对应

的 PROGLUCAGON 基因中的碱基序列为：
CACGATGAATTTGAGAGACATGCTGAAGGGACCTTTACCAGTGATGTAAGTTCTTATTTGGA

AGGCCAAGCTGCCAAGGAATTCATTGCTTGGCTGGTGAAAGGCCGAGGA。100 名志愿者的

测序结果中，GLP-1 相应编码序列碱基序列与上述碱基序列高度一致（100%），并未发现有单核

苷酸多态性存在，与 HAPMAP 数据库提供数据一致。 

Times New Roman";mso-bidi-theme-font:minor-bidi; 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

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数据库网站提供数据是否匹配。 

结论  中国汉族人群中 GLP-1 编码序列不存在遗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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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3 

2 型糖尿病患者基础胰岛素自我剂量调整的疗效分析 

 
胡细玲,谢清伟,吴金萍,许雯,姚斌,曾龙驿,翁建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基础胰岛素的治疗优势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得到临床广泛应用，然而临床医生实际工作中存

在胰岛素调整治疗不足及调整频次低等问题。因此，让患者根据简单剂量调整策略进行自我调整有

助于提高其对治疗的依从性。但目前不同基础胰岛素用量的自我调整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在

国内临床中得到验证。本研究旨在验证两种基础胰岛素用量自我调整方案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广州市某三甲医院内分泌科在初始基础胰岛素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登记并招募符合条件且自愿参加项目。受试者随机分配至 2-4-6 方案组和 3-2-1

方案组。两组血糖控制目标均为空腹血糖（FBG）值为 6.1mmol/L。2-4-6 方案组为医生指导患者

每周调整一次 2-6U 基础胰岛素直至 FBG 达标，具体调整方案：FBG＜4.4mmol/L，减量 2U；

FBG 4.4-6.1mmol/L，不调整；FBG 6.2-7.8 mmol/L，增加 2U；FBG 7.9-9.9 mmol/L,增加 4U，

FBG＞10.0 mmol/L，增加 6U。3-2-1 方案组在医生指导下每 3 天调整一次 2~3U 直至 FBG 达标，

具体调整方案：FBG＜4.4mmol/L，减量 2-3U；FBG 4.4-6.1mmol/L，不调整；FBG＞6.1 

mmol/L，增加 2~3U。 

结果  共有 648 例符合条件的患者入组并完成 12 周的随访。2-4-6 方案组（n＝324）与 3-2-1 方案

组（n＝324）经过 12 周的治疗，两组 FBG 达标率相似（75.7%对 74.4%，P＞0.05）。两组

FBG、HbA1c 较基线均明显下降。2-4-6 方案组 FBG 值 10.7mmol/L 对 6.6mmol/L，HbA1c 值

9.3%对 6.9%，3-2-1 方案组 FBG 值 10.8mmol/L 对 6.5mmol/L，HbA1c 值 9.5%对 6.8%，均 P＜

0.001。两组间 FBG、HbA1c 降幅相似（FBG -4.1mmol/L 对-4.2mmol/L 和 HbA1c -2.4% 对-

2.7%，均 P＞0.05)。两组间的低血糖发生率相似（17.9%对 20.1%，P＞0.05)）。2-4-6 方案组的

血糖监测依从性略低于 3-2-1 方案组（(5.21 次/周对 4.69 次/周，p=0.02）。 

结论  我们研究发现，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 2-4-6 方案和 3-2-1 方案的临床效果相似，均能

有效改善血糖控制，且不增加低血糖的发生率。 

 
 

PO-154 

PINK1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 

在糖尿病小鼠足细胞氧化应激损伤中的作用 
 

吉鸿飞,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线粒体自噬在糖尿病小鼠足细胞氧化应激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6W 龄雄性健康 SPF 级 KM 小鼠 40 只，用 STZ 法构建 1 型糖尿病动脉模型，造模成功后随

机分为 3 组，糖尿病组（DM 组），糖尿病 PINK1 过表达慢病毒组（DM+LV-PINK1），以及糖尿

病慢病毒空载体组（DM+LV-NC），并以同期正常小鼠为正常对照组（NG）。病毒注射 12W 后，

麻醉收集标本后处死小鼠，用透射电镜检测线粒体超微结构，损伤线粒体百分比和被自噬体包裹的

线粒体百分比；丙二醛（MDA）试剂盒检测 MDA；荧光定量 PCR 分别检测 PINK1, LC3 和 Parkin 

mRNA 表达；Westernblot 分别检测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 PINK1、Parkin、LC3Ⅱ，以及足细胞功

能蛋白 Nephrin、Podocalyxin 和 Desmin 的蛋白表达；PAS 染色检测肾小球糖原堆积；TUNEL 染

色检测凋亡；透射电镜检测足细胞超微结构。 

结果  1.与 NG 组相比，DM 组氧化应激显著增强（P＜0.05）；PINK1、Parkin、LC3Ⅱ蛋白表达

显著升高（P＜0.05），损伤线粒体百分比及被自噬体包裹的线粒体百分比显著升高（P＜

0.05）；足细胞功能蛋白 Nephrin、Podocalyxin 表达显著下降，Desmin 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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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与 DM 组相比，DM+LV-PINK1 组氧化应激显著减弱（P＜0.05）；PINK1、Parkin、

LC3Ⅱ蛋白表达显著下降（P＜0.05），损伤线粒体百分比及被自噬体包裹的线粒体百分比显著下

降（P＜0.05）；足细胞功能蛋白 Nephrin、Podocalyxin 表达显著升高，Desmin 蛋白表达显著下

降（P＜0.05）； 

结论  上调糖尿病小鼠肾皮质内 PINK1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水平，可显著改善足细胞氧化应激损伤。 

 
 

PO-155 

新疆克州地区 2 型糖尿病血糖达标率调查 

 
张燕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新疆克州地区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达标情况，为合理制定降糖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1.1 资料：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抽取代表克州地区一般人群生活水平的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300 例（男 158，女 142），年龄 26-81 岁，平均年龄（46.2±8.4）岁，病程 3-42

年，平均（8.3±4.5）年。所有患者入组后均随访 5 年，每年至少监测一次动态血糖、HbA1c、尿

微量白蛋白、尿常规、血脂、肌酐、尿素氮。 

1.2 方法：持续血糖监测：采用美奇血糖监测系统对受试者进行连续 3d 的血糖监测，通过监测皮下

组织间液的葡萄糖浓度而反映血糖水平，可获得 72h 的血糖图谱。分析 3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血

糖波动及平均血糖达标情况。采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GMS）进行连续 72h 的血糖监测，以血糖

波动系数（CV）代表平均血糖波动幅度，CV>2 为血糖波动性大；糖化血红蛋白（HbA1c）代表平

均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7.0%为平均血糖控制不佳。 

2、统计学处理：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和有关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卡方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多因素分析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法。检验标准为 α 为 0.05，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3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中，CV>2 者 288 例，P<0.05；HbA1c>7.0%者 276 例，P<0.05。 

结论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在于探讨新疆克州地区 2 型糖尿病血糖达标率，结果显示平均血糖

（HbA1c）及血糖波动（CV）的达标率均极低，P<0.05，均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可能与当地

居民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及文化水平有关，我们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健康宣教及制定更

积极的降糖方案，优化血糖控制，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并使患者血糖全面达标。本次研究为

制定降糖方案，优化血糖控制，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提供了客观依据。 

综上所述，新疆克州地区 2 型糖尿病血糖达标率不足 4%～8%，提高血糖达标率和提升治疗依从性

是减少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关键，医务人员要根据个体情况制定具有个性化的降糖方案，从而优化

血糖控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PO-156 

膀胱残余尿量测定对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诊断价值研究 

 
陈诗媛,张帆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神经原性膀胱（DNB）的临床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方法  对符合入选标准的 615 名糖尿病患者进行病史采集、基本生化检查，完成 COMPASS 调查问

卷及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及合并症的相关检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一、DNB 的临床特征及影响因素：1、临床特征：DNB 检出率为 33%。DNB（+）患者的平

均年龄比 DNB（-）患者的年龄大（P<0.01）。DNB（+）组的患者平均病程比 DNB（-）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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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长，在病程<5 年时尤为明显。DNB（+）患者的体重指数比 DNB（ -）患者的降低

（P<0.05）。性别组间无统计学差异。DNB 各组代谢指标中，与 DNB(-)组比较，TG 及餐后 C 肽

在 DNB（+）组明显降低，COMPASS 31 评分增高（P<0.05）。而 TC、HDL-C、LDL-C、

HbA1c、 FBG、P2BG、Cr、eGFR、UA 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2.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病

程、BMI、DPN 为 DNB 的主要危险因素，得出 Logistic 回归方程为：Y（DNB）=0.020×年龄

+0.039×病程+0.691×DPN-0.061×体重指数-0.806（P<0.05），该回归方程总的正确率为 68.8%，

尤其对 DNB（-）的预测率较佳，可达 90.5%。二、BRU 预测 DN、DPN 的临床诊断价值 1.预测

DN 诊断价值：BRU 筛查 DN 的总体特异度较好为 70.3%，灵敏度较低，为 42.9%，在男性患者、

HbA1c>7%、病程大于等于 5 年的患者中更有诊断价值。2、预测 DPN 的诊断价值：BRU 筛查

DPN 的灵敏度较低，为 45.9%，特异度较好为 75.3%，在男性、非老年、HbA1c>7%、病程小于

5 年患者更有诊断价值。 

结论  1.糖尿病神经原膀胱患病率高为 33%。2.糖尿病神经原膀胱的危险因素为年龄、病程、体重

指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3.BRU 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筛查有诊断价值，尤其

在男性、病程长的糖尿病患者应早期关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PO-157 

不同血糖状态人群胰腺脂肪沉积 

与血糖水平及胰岛功能相关性研究 

 
冀琳琳,祝超瑜,肖元元,曽媛媛,刘梦丹,魏丽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血糖状态下的胰腺脂肪沉积与血糖水平及胰岛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上海郊区某社区糖尿病筛查人群共 535 人，其中糖尿病

（DM）222 人，糖调节异常（IGR）222 人，糖调节正常（NC）91 人。收集人群一般资料，常规

肝功能、生化指标检测及空腹血糖（FPG）、胰岛素（FINS）测定，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FPG*FINS/22.5）、分泌指数（HOMA-IS＝1/HOMA-IR）及敏感指数（HOMA-

β=20*FINS/（FPG-3.5））。采用超声评估胰腺脂肪沉积，以腹直肌为参照物将胰腺回声分为轻

度、中度和重度。采用 SPSS 19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以比例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X 2检验，胰腺脂肪沉积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

分析。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全部人群 535 例，年龄 32~76（60.96±6.88）岁，其中男性 238 例，女性 297 例。NC、

IGR 和 DM 组年龄构成有统计学差异，DM 组高龄的比例较高（P＜0.01），但各组性别比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M 组 BMI、腰臀比、体脂比、TG、FPG、FINS、HbA1c 及

HOMA-IR 和 HOMA-β 显著高于 IGR 组和对照组（P<0.01），三组的 ALT、AST、TC、HDL-C、

LDL-C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C 组检出胰腺脂肪沉积 23 例（25.3%），其中轻度

222 例，中度 1 例，重度 0 例；IGR 组检出 98 例（44.1%），其中轻、中、重度分别为 90、8、0

例；DM 组检出 140 例（63%），轻、中、重度分别为 117、12、1 例，组间胰腺脂肪沉积程度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相关性分析表明，全部人群中胰腺脂肪沉积与空腹血糖（r=0.216，

P＜0.01）、糖化血红蛋白（r=0.169，P＜0.01）、空腹胰岛素（r=0.319，P＜0.01）、胰岛素抵

抗指数（r=0.384，P＜0.01）、胰岛素分泌指数（r=0.137，P＜0.01）呈正相关，与胰岛素敏感指

数（r=-0.384，P＜0.01）呈负相关。 

结论  胰腺脂质沉积程度与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可能参与糖尿病患者代谢紊乱及胰岛

素抵抗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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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8 

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BMP-9 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王薇 1,张霞 2,韩剑锋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初诊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 BMP-9(骨形成蛋白-9)的水平变化及其与骨代谢、

脂代谢、动脉硬化等相关指标的相关性，以探讨血清 BMP-9 水平变化在初诊 2 型糖尿病发生、发

展中的作用，为深入研究糖尿病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理论依据，为糖尿病的防治开辟新的

思路。 

方法  选取初诊 T2DM 患者 59 例（病例组）和健康体检者 30 例（对照组）。记录两组受检者的性

别、年龄、身高、体重等一般资料；采用稳态模型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测定腰椎

（L2-L4）骨密度（BMD）、血清 BMP-9 水平、血清骨钙素(BGP) 浓度、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糖化白蛋白、空腹胰岛素、空腹 C 肽、胱抑素-C(Cys-C)、视黄醇结合蛋白（RBP）、尿酸、

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移酶、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等相关指标，统计各组指标的差异，并分析 BMP-9 与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组间比较：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 BMI、FPG、HbA1c、GA-L、FIN、FCP、HOMA-IR、

Cys-C、RBP、ALP、GGT、TC 、TG、LDL-C 显著升高，HDL-C、BGP 和 BMP-9 显著减低，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2)血清 BMP-9 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BMP-9 与腰椎（L2-L4）

BMD、BGP 呈正相关；与 BMI、FPG、HbA1c、GA-L、FIN、HOMA-IR 呈负相关；与年龄、

FCP、Cys-C、RBP、ALP、GGT、TC 、TG、HDL-C、LDL-C 无相关性（P>0.05）。(3)血清

BMP-9 的多元回归分析：BGP 和 HOMA-IR 是影响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BMP-9 水平的最为显

著的因素。 

结论  (1)初诊 T2DM 患者血清 BMP-9 水平明显降低。(2)骨钙素、HOMA-IR 可能是影响血清 BMP-

9 水平的最为显著的因素。(3)血清 BMP-9 水平、胰岛素抵抗、2 型糖尿病具有相关性。(4)血清

BMP-9 水平与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骨代谢变化相关，血清 BMP-9 水平降低可能是糖尿病性骨质疏

松的发生机制之一。 

 
 

PO-159 

522 例初发糖尿病足溃疡住院患者生存预后研究 

 
莫泽纬,陈道雄,全会标,陈开宁,王斐,陈存仁,张华川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初发糖尿病足溃疡住院患者生存预后及影响生存预后因素。 

方法  纳入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住院的 609 例初发糖尿病足溃疡患者，随访至 2017

年 6 月，以获得生存状况及死亡时间。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估计生存率。根据存活情况分为

死亡组和存活组，对比分析入组时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糖尿病足溃疡病程、吸烟、

Wagner 分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脑血管病、血脂异常。Log-rank 检验、Cox 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分析影响生存预后

的高危预测因素。 

结果   522 例（85.7%）完成随访，平均随访（3.475±1.690）年，存活 288 例（55.2%），死亡

234 例（44.8%）；平均生存时间（4.720±0.120）年，中位生存期 5.030 年。Kaplan-Meier 生存

曲线显示，1 年、3 年、5 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 89.8%、72.5%、50.4%。死亡组对比存活组：患者

年龄大、糖尿病病程长，Wagner 3～5 级、糖尿病肾病、周围动脉病变、冠心病患病率显著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糖尿病足溃疡病程、男性、吸烟、HbA1c（＞8%）、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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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脑血管病、血脂异常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生存分析 Log-rank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老龄（年龄≥60 岁）、糖尿病病程（≥10 年）、

Wagner 3～5 级及合并糖尿病肾病、周围动脉病变、冠心病的患者累积生存率显著降低（P＜

0.05）。Cox 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HR=1.476，95.0% CI 1.076～2.026）、

Wagner 分级（HR= 1.612 95.0% CI 1.199～2.166）、糖尿病肾病（HR=1.723，95.0% CI 

1.315～2.259）、冠心病（HR=1.761，95.0% CI 1.342～2.311）、周围动脉病变（HR=1.693，

95% CI 1.229～2.333）是糖尿病足溃疡患者死亡的独立高危预测因素。 

结论  糖尿病足溃疡患者初发足溃疡时已并发合并多种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及合并症，多系统疾病，

死亡率高，平均生存期短，应对死亡高危因素进行早期干预。年龄、Wagner 分级、糖尿病肾病、

周围动脉病变、心血管病是糖尿病足溃疡患者死亡的独立高危预测因素。 

 
 
 

PO-160 

GLP-1 通过减轻内质网应激提升脂肪细胞胰岛素敏感性 

 
刘瑞,王志红,伊娜,鹿斌,王庆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胰高血糖素样多肽-1（glucagon like peptide-1, GLP-1）是由肠道分泌的肠促胰岛素，进食促进分

泌，作用于胰岛 b 细胞，增加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平衡。GLP-1 对于胰腺外组织也发挥重要的作

用。GLP-1 能够改善外周组织胰岛素抵抗，但是机制不明。在肥胖人群的研究发现，注射 GLP-1

能够提升脂肪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已知肥胖造成脂肪细胞发生内质网应激是导致脂肪组织胰岛素

抵抗的重要机制，因此，我们假设 GLP-1 可能缓解脂肪细胞内质网应激状态，从而提升胰岛素信

号通路。 

 

方法   

胰岛素抵抗的肥胖小鼠模型 ob/ob 小鼠，腹腔注射 GLP-1 类似物 liraglutide，每天一次，连续注射

14 天。IPGTT 和 IPITT 实验分别检测小鼠的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分离 SD 大鼠脂肪组织

中的基质血管成分细胞（stromal vascular fraction, SVF），诱导分化为成熟的白色脂肪。3T3-L1

诱导分化为成熟的脂肪细胞。thagsigargin（Tg）处理诱导脂肪细胞发生内质网应激，同时加或者

不加 GLP-1。siRNA 敲低 ATF4 水平。WB 和 PCR 检测胰岛素刺激的 Akt 磷酸化（p-Akt）水平，

内质网应激 PERK 通路分子，Ire1 通路分子和 Bip 水平。 

 

结果   

GLP-1 类似物 liraglutide 显著改善肥胖小鼠的胰岛抵抗，伴随脂肪组织的内质网应激下降。脂肪组

织 SVF 分化的脂肪细胞，经 Tg 诱导发生内质网应激，胰岛素刺激的 p-Akt 水平降低。GLP-1 处理

后，Tg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减轻，胰岛素刺激的 p-Akt 升高。以上结果提示，GLP-1 对脂肪细胞有

直接的调节作用，能够作用于内质网应激通路和胰岛素信号通路。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利用 3T3-

L1 分化的脂肪细胞，发现 GLP-1 降低 Tg 诱导的 p-PERK 和 ATF4 水平升高和 XBP-1 的剪切，进

一步升高 Bip 的水平。敲低 ATF4 水平，显著改善 Tg 诱导的胰岛素刺激的 p-Akt 降低，加入 GLP-

1 后，p-Akt 没有进一步提升，提示 PERK-ATF4 是 GLP-1 改善内质网应激脂肪细胞的重要通路。 

 

结论   

肠促胰素 GLP-1 提升脂肪组织胰岛素敏感性是其改善全身胰岛素抵抗的重要途径，作用机制是

GLP-1 减轻脂肪细胞内质网应激，ATF4 是其作用的重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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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1 

GAS6 基因多态性及其血浆水平与昆明地区汉族 2 型糖尿病的相

关性研究 

 
董雪娥,李会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 6（growth arrest-specific 6，GAS6）基因 rs8191974 多态性及其

血浆水平与昆明地区汉族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352 例 2 型糖尿病（T2DM）和 186 例对照（NC）的外周静脉血。提取 DNA 后进行

PCR 扩增，扩增产物采用单向基因测序方法对其 rs8191974 位点多态性进行检测。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ELISA)检测血浆 GAS6 水平，并比较分析 T2DM 组和 NC 组 rs8191974 位点基因型频率、

等位基因频率、血浆 GAS6 水平和相关临床指标。 

  

结果  （1）T2DM 组和 NC 组研究对象 rs8191974 基因频率均符合 Hardy-Weinberg 遗传平衡定律

（P>0.05）。（2）T2DM 组 GG 基因型频率和 G 等位基因频率高于 NC 组，且具有统计学差异

（c2=11.360，P=0.003；c2=11.337, P=0.001）。（3）T2DM 组 BMI、SBP、DBP、TC、TG、

LDL、FBG 高于 NC 组,而 HDL、Cr 和 GAS6 水平低于 N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GG 基因型携带者的 SBP 水平高于 AA 基因型携带者，而 HDL、GAS6 水平低于 GA 和 AA

基因型携带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5）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血浆 GAS6 水平

与糖化血红蛋白（ r=-0.217，P<0.05）、空腹血糖（ r= -0.344，P<0.05）和 HOMA-IR（ r=-

0.186 ，P<0.05 ）负相关。（ 6） T2DM 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浆 GAS6

（OR=0.981；95% CI 为：0.964-0.998）及其 rs8191974 位点 GA、AA 基因型（OR 值分别为：

0.653、0.434；95% CI 分别为：0.432-0.987、0.190-0.991）可能是 T2DM 的保护性因素。BMI

和 TG 是 T2DM 发生的危险因素（OR 值分别为：1.203、1.332 ；95% CI 分别为：1.120-1.293、

1.113-1.593）。 

  

结论  （1）GAS6 基因 rs8191974 位点 GG 基因型携带者相对于 GA、AA 基因型携带者 T2DM 发

生的风险增加。（2）血浆 GAS6 水平可能与昆明地区汉族 T2DM 的发生负相关。（3）高 BMI 和

高甘油三酯是 T2DM 发生的危险因素。 

  
 
 
 

PO-162 

糖尿病足病原菌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马婧,冉兴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近 20 年中国大陆地区糖尿病足感染(Diabetic Foot Infections,DFIs)病原菌和耐药性情况

的衍变，以及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不同严重程度下病原菌的差异，为临床选用抗生素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 CNKI、CBM、VIP、PubMed、Embase、Medline 数据库发表的 DFIs 相关文献，根据

纳入标准筛选文献，设计资料提取表汇总分析。糖尿病足严重程度采用 Wagner 分级和 Texas 分

期；根据纳入文献的地区来源归为亚热带和暖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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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2 篇研究共纳入 DF 患者 6124 例，培养病原菌总数 6755 株，其中 G+菌占 47.3%、G-菌占

45.9%，真菌占 5.9%，检出前五位的细菌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变形杆

菌及铜绿假单胞菌；(2) 以 2009 年为界，比较 1996-2009 与 2009-2014 时间段，培养阳性率从

76.9%升至 87.4%，G+菌由 49.8%降至 45.8%，G-菌由 43.8%升至 46.6%，真菌稍有上升 5.5%

至 6.3%； (3)纳入研究有 32 篇来自亚热带地区，其中亚热带地区 (轻型 :重型=27.45% vs 

66.25%;G+菌:G-菌=48.14%vs 43.77%)，暖温带地区(轻型:重型=13.86% vs 86.14%; G+菌:G-菌

=44.75% vs 51.73%)；(4) 纳入研究以重型为主，占 71.68%；混合感染为 26.90%；其中 26 篇采

用无菌棉拭子采样，10 篇分别采用无菌棉拭子及病理组织标本采样；(5)常见 G-菌对亚胺培南、美

罗培南及复合制剂敏感，对阿米卡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莫西沙星较敏感，对青霉素、庆大霉

素、头孢呋辛耐药率高；常见 G+菌对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敏感，对莫西沙星、环丙沙星、美罗培

南较敏感，对青霉素、头孢呋辛、头孢他啶耐药率高。 

结论  近 20 年国内关于 DFIs 的文献逐年增多，其病原菌培养阳性率较高但差异较大；近年来糖尿

病足多学科协作诊治中心的建立发展提高了对 DFIs 的诊治，近 5 年 G+菌感染呈下降趋势，而 G-

菌、真菌、混合感染及多重耐药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下 DF 细菌分布、轻重比例也不相

同，常见 G+菌、G-菌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率也不尽相同。掌握不同地区、不同分级的 DFIs 病原

菌特点，早期有效合理选用抗生素，控制感染、减少截肢。 

 
 
 

PO-163 

2013 年全国不同地区 2 型糖尿病药物及胰岛素治疗差异分析 

 
杨吉华 1,刘楠 1,赵琳 1,苏本利 1,纪力农 2 

1.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选取 2013 年全国 2 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以不同地区、城市、医院为单位进行数据统计，

意在探究我国 2 型糖尿病患者治疗方案的地区差异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由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糖化血红蛋白监测网”项目组于 2013 年 1 月-7 月在全国范围内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29 个省市 80 个城市 549 家医院参加本横断面研究。以统一调查问卷形式收集

年龄≥18 岁，正在接受胰岛素、胰岛素联合口服降糖药治疗的患者基本信息、临床检查、实验室检

测资料。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 22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各地区之间用药差异采用卡方检验，两

样本均数间采用 t 检验。 

结果   

1. 本项目全国范围内共收集有 228,639 例，共有 113,817 例使用胰岛素（占总人数的

49.7%）。与未用胰岛素者相比，胰岛素使用者男性比例更高、年龄较大、BMI 更大、病

程更长、HbA1c<7%达标率更低、空腹血糖及餐后血糖更高。与单纯应用胰岛素治疗者相

比，口服药联合胰岛素者血糖达标率更低，且年龄相对更大、病程更长。 

2. 本文将数据分为六个区域，分别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华东地

区、中南地区。胰岛素使用率分别为 64.9%、50.0%、55.5%、56.2%、44.4%、40.7%。

血糖达标率分别为 18.8%、22.3%、34.9%、37.9%、32.8%、27.5%。 

3. 东北地区（胰岛素使用率最高）共纳入 30353 例，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三个省胰岛

素使用率分别为 66.7%、65.4%、64.0%，血糖达标率分别为 12.5%、16.4%、22.4%。中

南地区（胰岛素使用率最低）共纳入 35140 例，河南省、广东省、海南省、湖南省、湖北

省胰岛素使用率分别为 49.4%、35.4%、59.7%、62.4%、23.7%，血糖达标率分别为

29.6%、28.1%、15.3%、26.5%、26.9% 

4. 辽宁省沈阳市和大连市多家医院胰岛素使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沈阳市单纯应用胰岛素患

者比例较大连市高（31.5% vs 18.4%），大连市口服药联合胰岛素方案应用比例明显高于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99 

 

沈阳市（43.2% vs 28.3%），而胰岛素总体使用率、口服药物应用率相似（59.8% vs 

61.6%）。 

 

结论  我国各地区用药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且地区内省份、城市和单位之间差异也比较大，与其他

方案相比胰岛素使用率高的地区血糖达标率相对偏低。 

  
 
 
 

PO-164 

不同类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miR-122 水平研究 

 
黄秀婷,龚思倩,马毓敏,蔡晓凌,韩学尧,纪立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报道 miR-122 与 2 型糖尿病（T2DM）和肝细胞癌相关，并受肝细胞核因子 1A

（HNF1A）调节。HNF1A 基因突变可导致年轻的成人发病型糖尿病 3 型（MODY3），并且

HNF1A 基因变异可能参与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MiR-122 在不同类型糖尿病中表达水平尚

无明确的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人群中不同类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miR-122 表达水平的差

异，包括 T2DM，1 型糖尿病（T1DM），MODY3，葡萄糖激酶基因突变导致的年轻的成人发病型

糖尿病 2 型（MODY2），线粒体 A3243G 突变诱导的特殊类型糖尿病（MDM）。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确诊 MODY3 患者 12 例，MODY3 按照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匹配

（匹配比例 1:2）T2DM 患者 24 例和健康受试者 24 例，健康对照受试者满足：BMI＜24kg/m2，

75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正常，无高血压、高血脂等其他慢性疾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

50U/L，无饮酒史及降脂药物服用史；研究同时包括确诊的单基因糖尿病 MODY2 患者 11 例，

MDM 患者 19 例，以及 17 例 T1DM 患者。对所有纳入研究者进行空腹血液生化指标检测和 miR-

122 定量检测。 

  

结果   MODY3 患者血清 miR-122 水平[0.046 (0.023, 0.121)]明显低于 T2DM 患者[0.165(0.036, 

0.939)，P = 0.02]和健康对照者[0.249 (0.049, 1.234)，P= 0.019]。区分 MODY3 和 T2DM 两组的

miR-122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687 (95％CI：0.52-0.86，P = 0.07)。MODY3，

MODY2，MDM 和 T1DM 患者血清 miR-122 水平无明显差异。 

  

结论  MODY3 患者血清 miR-122 水平降低，这可能可以部分解释 MODY3 患者肝脏肿瘤的风险增

加。 

 
 
 

PO-165 

药源性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症 

 
汤智慧,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对于引起 IAS 的药物、发生机制以及处理措施做一简单综述，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检索文献对文献中药源性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症进行总结归纳 

结果  药源性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症的报道越来越多常见的含有巯基的药物如甲巯咪唑、硫普罗

宁，巯咪唑，丙硫氧嘧啶，卡托普利，硫普罗宁、金硫葡萄糖、青霉胺、谷胱甘肽、α-硫辛、亚胺

培南，但近年来也有很多非巯基药物如双氯芬酸钠，，葡醛内酯，a-干扰素，肼曲嗪，类固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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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硫卓，吡硫醇，格列齐特，甲苯磺丁脲，普鲁卡因胺，青霉素，骨刺消增丸引起胰岛素自身免疫

的报道。 

结论  临床中含巯基、不含巯基以及其他药物均有引起 IAS 的报道，临床中对于怀疑胰岛素自身免

疫综合症的患者应首先排除药物因素，以便尽早停用可疑药物，便于临床转归。 

 
 
 

PO-166 

新诊断糖尿病患者 LADA 的发生率及其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

病的关系 

 
廖娟彬,赖晓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LADA )在新诊断糖尿病中的发生率，分析 LADA 的临床

特征，探讨 LADA 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ITD)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门诊及住院的新诊断糖尿病

患者,共入选 310 例患者，根据糖尿病的分型标准，将其分为 3 组，分别是 LADA 组，T1DM 组，

T2DM 组，LADA 患者 19 例，T1DM 患者 11 例，T2DM 患者 280 例。比较各组患者人口学特征、

血糖、血脂、C 肽水平并探讨不同类型的糖尿病患者与 AITD 的关系。 

  

结果  ①新诊断 DM 患者中的 LADA 发病率为 6.1%。②从人口学特征比较，三组在文化程度、糖

尿病家族史、高血压病史、饮酒史、 抽烟、饮酒病史上差别不显著（P 值均>0.05）。T1DM 组的

发病年龄低于 LADA 组，LADA 组的发病年龄低于 T2D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

与 T2DM 组比较， LADA 组在 BMI、腰围、收缩压更低，而臀围及三多一少症状更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与 T1DM 组比较，LADA 组酮症酸中毒发生率更低，差别亦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血糖和胰岛功能：T2DM 组患者的 C 肽水平高于 LADA 组，餐后 2 小时血糖却低

于 LADA 组患者（P<0.05），但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在这两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④

脂代谢水平：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在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

均>0.05）。T2DM 组的总胆固醇低于 LADA 组，但高于 T1DM 组总胆固醇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⑤本研究中总共 AITD28 例，占总数的 12%,其中 LADA 组有 3 例，约占 27%，；

T1DM 组 2 例，占 22%，其 T2DM 组 23 例，占 11%，三组中 AITD 患者在性别、AITD 构成比、

TPO-Ab 及 Tg-Ab 阳性率无显著差异（P 值均>0.05）。 

  

结论  ①新诊断 DM 患者中 LADA 的发生率为 6.1%，与全国性研究的 LADA 发生率基本一致。②

体型偏瘦，高胆固醇血症，低龄的 LADA 患者，胰岛功能较 T2DM 患者差，兼有 T1DM 与 T2DM

的临床特征特点。③新诊断糖尿病中 AITD 发生率为 12%，因此建议在新诊断糖尿病中常规筛查

AITD。 

  
 
 
 

PO-167 

2 型糖尿病和肥胖可能导致不同类型的脂质谱异常-孟德尔随机化

分析 

 
王宁荐,程静,宁志远,陈奕,韩兵,李琴,陈驰,赵丽,夏芳珍,林东平,陆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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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与肥胖常常并存，因此难以判断糖尿病或肥胖是否导致了某种类型的脂质异常，

而其中常存在混杂因素和反因果关系。我们使用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方法来探讨糖尿病和肥胖与脂质

谱的因果关系。 

方法  2014-2016 年，华东地区共有 23 个地点招募了 9,798 人参加。我们计算了两种加权遗传风险

评分（GRS）作为 2 型糖尿病和体重指数（BMI）的工具变量。这些评分用于测量糖尿病和 BMI

与包括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分别为 HDL-C 和 LDL-C）和甘油三酯（TG）在

内的脂质谱的因果关系。 

结果  工具变量决定的 2 型糖尿病对总胆固醇，LDL-C 和 log10TG 的因果回归系数（βIV）分别为

0.130（95％CI 0.020，0.240，P = 0.014），0.125（96％CI 0.041，0.209，P = 0.001 ）和

0.019（95％CI -0.001，0.039，P = 0.055）。 HDL-C 的 βIV为-0.008（95％CI -0.032，0.016，P 

= 0.699）。工具变量决定的 BMI 每增加 10kg/m2，HDL-C 和 log10TG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09

（96％CI -0.698，-0.120，P = 0.004）和 0.227（95％CI 0.039,0.415，P = 0.026），而甘油三酯

和 LDL-C 的 βIV不显著。 

结论  本研究利用孟德尔随机分析 2 型糖尿病和肥胖对不同脂质谱的生物学因果关系提供了证据。 

 
 
 

PO-169 

脑室内注射地塞米松对雌性小鼠能量代谢和生殖功能的影响 

 
苏艳玲,温俊平,蔡梁椿,林纬,宗丽瑶,王能颖,黄惠彬,梁继兴,李连涛,林丽香,陈刚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观察 GC 在中枢的直接作用，明确其在中枢对能量代谢、生殖系统功能及对调节性腺分泌与

功能的 Kisspeptin 表达的影响。 

方法  1、置管后每天早上同一时间测量小鼠的体重和摄食量；置管后第 27 天进行小鼠腹腔葡萄量

耐量试验；置管后第 29 天处死小鼠，迅速分离小鼠棕色脂肪、性腺周围脂肪、皮下脂肪、肾脏周

围脂肪，并称重；迅速分离小鼠的下丘脑，用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 AgRP、NPY、POMC 

mRNA 的表达情况；分离小鼠完整的大脑组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AgRP、NPY、POMC 蛋

白的表达情况。2、置管后第 15 天起，每天早上 8:00 进行雌鼠阴道上皮脱落细胞涂片、染色，以

观察雌鼠动情周期情况，连续观察 14 天；置管后第 22 天起，在小鼠处于动情间期时，通过眼眶内

眦静脉取血法取血，分离出血清， 用 ELISA 的方法测定雌二醇水平；置管后第 29 天处死小鼠，迅

速分离小鼠的卵巢、子宫，行 HE 染色病理观察；迅速分离小鼠的下丘脑，用 realtime PCR 方法

检测 Kiss1 mRNA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小鼠侧脑室慢性持续性干预 28 天后，第 12 天起，DEX 组体重明显高于 CON 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而注射后第 6 天起，摄食量明显高于 CON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EX 组小鼠性

腺周围脂肪的质量高于 CON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其余部分脂肪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DEX

组小鼠下丘脑 AgRP、NPY mRNA 表达量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OMC mRNA 表达量

无明显差异。且免疫组化的结果显示 AgRP、NPY 蛋白表达量增加，POMC 蛋白表达量无差异。

2、小鼠侧脑室慢性持续性干预 28 天后，未对小鼠的动情周期产生影响，实验组和对照组均表现为

规律、完整的 4-5 天动情周期。DEX 组和 CON 组小鼠卵巢病理形态无明显差异，卵巢病理切片均

形态良好，包含各级卵泡及黄体，颗粒细胞呈多层、排列整齐。DEX 组和 CON 组小鼠子宫病理形

态亦无明显差异，均形态良好，粘膜层、粘膜下层、肌层分层清楚。DEX 组与 CON 组的血清雌二

醇水平无明显差异，且下丘脑 Kiss1 mRNA 表达无明显差异。 

结论  1、中枢 GC 长期持续的作用会对能量代谢产生影响，引起食欲刺激因子 AgRP、NPY 

mRNA 和 AgRP、NPY 蛋白表达量增加，导致小鼠摄食量增加，体重增加，性腺周围脂肪质量增

加。但中枢 GC 长期持续的作用不会引起机体葡萄糖耐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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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枢 GC 长期持续的作用不会引起生殖功能以及调节性腺分泌与功能的 Kisspeptin 表达的改

变。 

 
 
 

PO-170 

细胞分化周期蛋白 27 基因沉默抑制 GH3 细胞迁移及其分泌功能 

 
苏星 1,王安平 1,郭清华 1,2,母义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探究三种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所得基因体外的功能验证，为垂体柄中断综合征病因研究的体

内实验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将对细胞分化周期蛋白 27（cell division cycle protein 27, CDC27）、神经纤维瘤病 1 型

（neurofibromatosis type 1,NF1）、X 染色体关联的泛素特异性蛋白酶 9（ubiquitin specific 

peptidase 9,X-Linked,USP9X）三种基因经由小干扰 RNA（siRNA）分别转染至细胞内，每种基因

均设置实验组、阴性对照组（Negative Control Group,NC）、空白细胞组（Blank Group）。通过

RT-PCR 筛选出各基因最佳的 siRNA 敲低序列以用于复筛，Western Bolt(WB)复筛各基因最佳敲

低序列在蛋白水平的表达，以确定目标基因进行下一步研究。依次运用 cell counting kit-8(CCK-8)

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及形态，细胞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细胞分泌功能，WB 检测垂体特异性转录因子-1（pit-oct-unc 

class 1 homeobox 1, POU1F1）和垂体特异性转录因子祖先蛋白（homeobox protein prophet of 

Pit-1,PROP1）表达水平。 

结果  1）CDC27 在 siRNA 117 和 1968 序列时能够达到稳定的沉默效率，并且在 mRNA 及蛋白两

个水平上均能够被敲低，NF1 和 UPS9X 仅能在 mRNA 水平实现敲低而没有实现蛋白水平的敲

低，无法进行后续实验；2）CDC27 沉默对于细胞的增殖及形态无明显影响（P＞0.05）；3）

CDC27 沉默能够明显抑制细胞的迁移能力（P＜0.05）；4）CDC27 沉默能够明显抑制细胞分泌生

长激素（growth hormone,GH）、泌乳素（prolactin,PRL）分泌（P＜0.05），对促甲状腺激素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的分泌无明显差异（P＞0.05）；5）CDC27 沉默能够明显

下调 POU1F1 与 PROP1 的表达水平（P＜0.05）。 

结论  CDC27 沉默可以抑制 GH3 细胞的迁移及其生长激素、泌乳素的分泌。 

 
 
 

PO-171 

病理诊断垂体增生的临床剖析 

 
程贞,刘大伟,陈冠名,蔡珂,杜琴,张路遥,廖志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垂体增生患者的病例复习、病理资料分析总结以及随访，探讨出现垂体增生的原因及

垂体增生的临床特点，以帮助完善临床医师对这类患者的诊断策略及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至 2017 年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诊断垂体增生的患者 24 例。在

研究过程中，1 名患者网状染色见网状结构及腺泡结构破坏，诊断为垂体腺瘤，予以去除。最终纳

入研究患者 23 例。收集垂体增生患者的基线资料、影像学资料、病理资料、随访资料收集，了解

其术后症状改善情况、重新评估垂体前叶功能、并记录术后患者药物治疗情况。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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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主要使用网状纤维染色来鉴别垂体增生和垂体微腺瘤，在研究过程中，1 名患者网

状染色见网状结构及腺泡结构破坏，诊断为垂体腺瘤，予以去除。剩余 23 名患者网状纤维

染色均可见完整的网状结构和饱满的垂体腺泡，诊断垂体增生。 

2. 垂体功能：回顾分析所有病人的内分泌检查结果及病理资料，对患者术前垂体功能进行重

新诊断。在 23 名垂体增生的患者中，大部分表现为 ACTH 依赖性皮质醇增多症。 

3. ACTH 依赖性皮质醇增多症组： 

1）该组共 11 名患者，为所有类型垂体功能异常中所占比例最大组。除 10 号患者失访外，术后仅

4 名患者完全缓解。 

2）除 12 号患者垂体影像学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占位信号外，其余 ACTH 依赖性库欣综合征患者主

要表现为微小占位信号，MRI、CT 平扫和增强扫描表现上无明显规律。 

3）有 7 名患者垂体病理可见 ACTH 细胞比例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其中 3 例术后库欣综合征缓解，

1 例失访，3 例术后未缓解。12、15、16 号患者可见 Crooke 样细胞，除 15 号患者术后缓解外，

另两名患者术后均未缓解。 

  

结论   

1. 本研究纳入的 23 名垂体增生患者为非靶腺体功能减退所致的病理性垂体增生。其中 ACTH

依赖性皮质醇增多症所占比例最高且术后缓解率较低，是主要的诊治难点。 

2. 网状染色可以帮助鉴别垂体增生和垂体微腺瘤，前者可见完整的腺泡结构和网状结构，而

后者的腺泡结构破坏、扭曲。 

3. 对于垂体 MRI 检查提示微小占位信号的 ACTH 依赖性库欣综合征患者，需注意鉴别结节样

垂体 ACTH 细胞增生的可能 ，建议加入岩下窦取血协助诊断。 

4. 临床上对于有单纯性中枢性尿崩症、且影像学检查可见较大占位信号的患者，要警惕淋巴

细胞性垂体炎的可能。 

 
 
 
 

PO-172 

p62/SQSTM1 缺失通过抑制垂体功能诱导雌性小鼠生殖障碍机

制研究 

 
隆敏 1,郑宏庭 1,李行 1,唐学峰 2,胡华 3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 

2.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病理科 

3.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妇产科 

 

目的  p62/SQSTM1 是重要的蛋白质适配器，通过参与细胞自噬相关的细胞信号转导通路精细地调

节许多病理生理过程过程。既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了 p62 缺失可导致小鼠成年起病的代谢紊乱，包括

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在人类这些代谢异常往往和女性生殖紊乱密切相关，比如多囊卵巢综合

症。本研究旨在观察 p62 缺失对雌性小鼠生殖功能的影响及其与代谢紊乱的相关性，并探讨其可能

机制。 

方法  本研究采用 ELISA、配对实验、组织切片及分泌物涂片染色等观察了 p62 敲除（8 周）年轻

雌性小鼠代谢及生殖功能，并评估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qRT-PCR、组织免疫荧光、

ELISA 等检测血浆类固醇激素等水平，探索相关基因及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我们的结果显示在虽然 p62 缺失不影响年轻雌性小鼠的代谢功能，如血糖、血脂、体重等，

但可导致其生殖功能明显恶化，受孕成功率及子代数量降低。进一步发现，p62 缺失可使得小鼠发

情周期紊乱，子宫成线状萎缩，卵巢重量减轻合并卵泡发育、排卵障碍及黄体减少，此外，血浆类

固醇激素雌二醇、促性腺激素促黄体生成激素（LH）水平也明显下降。卵巢类固醇合成途径在

p62 缺失雌性小鼠也严重受损，关键酶 StAR 和 P450scc 基因表达降低使得类固醇－孕烯醇酮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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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Lhcgr mRNA 水平代偿性升高。与血浆 LH 低水平一致，p62 缺失雌性小鼠垂体 Lhb、Fshb 

mRNA 表达下降，且以 Lhb 降低为主，其下丘脑 KISS1 mRNA 水平升高提示对垂体功能缺失的代

偿性反应。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p62 缺失通过影响垂体功能进而导致生殖功能障碍和不孕，明确了垂体 p62

在维持个体正常生殖功能中的重要作用，且这一作用应为 p62 缺失直接导致而非通过代谢紊乱间接

造成。 

 
 

PO-173 

GnRH 脉冲泵用于下丘脑性闭经临床治疗体会 

 
谢作玲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提高专科医护人员对低促性腺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认识和诊疗水平。 

方法  通过一例原发性闭经患者，BP105/64mmHg 身高 172cm，体重 69kg，BMI 23.3kg/m2，腰

围 90cm，臀围 85cm，上部量 83cm，下部量 85cm，染色体检查为 46XX，妇科 B 超检查提示子

宫双侧卵巢体积偏小，进一步行 GnRH 兴奋试验：用药前 15min：FSH 0.24mIU/mL、

LH0.00IU/L ； 用 药 时 0min ： FSH 0.20mIU/mL 、 LH 0.00IU/L ； 用 药 后 30min ： FSH 

0.77mIU/mL、LH 0.12IU/L；用药后 60min：FSH 0.72mIU/mL、LH 0.14IU/L；用药后 120min：

FSH 0.91mIU/mL、LH 0.13IU/L。继续行 GnRH 延长兴奋试验：0min：FSH 1.44mIU/mL、LH 

0.40IU/L；30min：FSH 4.54mIU/mL;LH 10.11IU/L；60min：FSH 4.64mIU/mL、LH 8.60IU/L；

90min：FSH 4.02mIU/mL、LH 7.17IU/L；120min：FSH 3.68mIU/mL、LH 6.31IU/L。明确为特发

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导致的下丘脑性闭经，经充分知情同意后，给予该患者促性腺激

素释放激素（GnRH）戈那瑞林按照 90 分钟 10ug 固定脉冲频率皮下泵入，两月后患者第二性征得

到显著改善。 

结果  患者在使用戈那瑞林脉冲泵前，测基础性腺激素水平极低，促卵泡生成素 0.19 mIU/mL,促黄

体生成素 0.01 IU/L。经过戈那瑞林脉冲泵治疗两个月后，复查性腺激素水平，FSH、LH 显著升

高：促卵泡生成素:6.67mIU/mL;促黄体生成素:8.52IU/。戈那瑞林脉冲泵治疗第 86 天，患者月经来

潮，患者及家属满意度显著增加，为今后顺利结婚生子打下一定基础。 

结论  传统的雌孕激素替代治疗仅仅能恢复月经，不能达到生育要求；而皮下注射 HMG、HCG 因

每周需注射 2-3 次，且为深部注射，患者难以长期坚持而且费用不菲是导致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

GnRH 泵是近似模拟生理模式垂体脉冲式分泌促性腺激素，提高血液中促性腺激素水平，从而促进

性腺发育，促进第二性征出现。本文中应用上海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生产的戈那瑞林脉冲泵用于

低促性腺激素性性功能减退症治疗效果显著。 

 
 

PO-174 

清晨血皮质醇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作为库欣病经蝶术后缓解标准 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朱蕾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描述性分析库欣病经蝶术后清晨血皮质醇（PTC）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动态变

化，并探讨术后次日及 1 周 PTC 及 ACTH 水平作为库欣病经蝶术后缓解标准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入院顺序依次纳入 2009-2017 年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经蝶手术的 50 例库欣病患者，

检查术后次日、1 周、1 月、3 月、6 月、1 年的 PTC 及 ACTH 水平，描述性分析其术后激素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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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特点。以术后 3-12 月的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或 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为术后缓解的最终

依据，计算术后次日及 1 周 PTC 及 ACTH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  ①本研究发现，库欣病经蝶术后的缓解者激素水平的动态变化具有以下特点：患者术后 PTC

水平较术前明显下降，多数患者术后次日 PTC 水平大于术后 1 周，术后 3 月时皮质醇水平开始回

升，术后 6-12 月时皮质醇恢复接近正常水平；术后次日一周 ACTH 水平较术前明显下降，但术后

1 月、3-12 月等时段的 ACTH 波动未见明显特点。 

②术后次日 PTC<138nmol/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 70% ，特异度 96% ；术后 1 周

PTC<138nmol/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为 81%、特异度为 96%； 

③术后次日 ACTH<20ng/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 94%、特异度 97%；术后 1 周 ACTH<20ng/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 96%、特异度 96%。 

结论  术后 1 周 PTC<138nmol/L 及次日血 ACTH＜20ng/L 对库欣病经蝶术后缓解具有较好的诊断

价值。 

 
 

PO-175 

医院内成人低钠血症流行情况及对临床终点预测价值研究 

 
关月宁,顾锋,陈适,段炼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低钠血症是临床实践中最常见的电解质代谢紊乱，低钠血症与多种临床不良预后相关，是心

肺等器质性疾病病死率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本研究通过检索北京协和医院电子及纸质病历系统，

统计低钠血症的流行情况，分析低钠血症对死亡率、住院时间、住院花费等临床终点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协和医院出院成人患者，排除入院

24 小时内无血钠值、出现高钠血症的患者。收集患者基本资料（性别、年龄）、血钠值（入院血

钠值、最低血钠值、出院血钠值）、出院诊断及 ICD-10 编码，临床终点为出院转归（死亡、未

愈）、住院花费、住院时间等，根据最低血钠水平分为低钠血症组与正常血钠组，比较组间差异，

COX 回归分析低钠血症与院内全因死亡的关系。并对老年人群、社区获得性与院内获得性低钠血

症分别进行组间比较。进一步分析中将低钠血症患者与正常血钠患者按照 1:1 进行倾向性评分匹

配，分析不良临床终点差异。 

结果  共有 41949 名患者纳入本研究，低钠血症患者 4575 人，低钠血症患病率 10.8%，入院时低

钠血症患病率为 4.8%。低钠血症患者较正常血钠患者男性更多、年龄更大、Charlson 合并症评分

更高（P<0.001）。低钠血症患者出院转归为未愈（ 33.0%VS28.3%，P<0.001）、死亡

（2.0%VS0.1%，P<0.001）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正常血钠患者，其总花费、日均花费也显著高于

正常血钠患者（P＜0.001）。分别经 logistic 回归方程校正、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及进一

步的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低钠血症仍然是住院患者院内死亡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低钠血症是临床常见电解质紊乱，对住院时间、花费、死亡率、不良预后等方面有一定预测

价值。临床上应引起更多重视。 

 
 

PO-176 

MKRN3：抑制小鼠青春期启动时 Nptx1 活性 

 
刘卉芳,孔祥歆,陈凤玲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中枢性性早熟（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CPP）是由激活 GnRH 神经元控制下的丘脑-垂

体-性腺轴的触发因子紊乱引起的，导致性腺发育和第二性征呈现。研究提示 makorin 环指蛋白 3

（Makorin ring finger protein 3，Mkrn3）的功能缺失突变可能与 CPP 发生有关，然而具体分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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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尚不清楚。神经穿透素-1 前体（neural pentraxin-1 precursor，Nptx1）在神经分化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对性发育的作用未明。基于前期研究证实 Nptx1 与 MKRN3 相互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

探讨 Mkrn3 蛋白的功能，并试图阐明 MKRN3 在青春期启动时调控的具体网络分子机制。 

方法  分别构建 Flag-野生（wt）Mkrn3、Flag-突变（mt）Mkrn3、Flag-wtNptx1、Flag-mtNptx1 载

体,包被病毒进行下丘脑注射给药，通过免疫沉淀（IP）、免疫印迹（WB）技术及蛋白质 3D 建

模、酶与底物分子模拟对接阐明 Nptx1 与 MKRN3 相互作用及调控青春期启动的具体分子机制。  

结果  1. 6w 和 10w 雌性小鼠青春期启动后 MKRN3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胞外 Nptx1 蛋白表达明显

升高。 2.Nptx1 与 MKRN3 在下丘脑神经元细胞中相互作用。（1）将外源性 Flag-MKRN3 蛋白表

达，经 CO-IP 实验证实 Nptx1 与 MKRN3 相互作用。（2）将外源性 Flag-WtMKRN3 和 Flag-

mtMKRN3 蛋白在下丘脑表达，经 CO-IP 证实 Nptx1 经 C3HC4 锌环指结构域与 MKRN3 蛋白结

合。（3）构建 Flag-突变 Nptx1 蛋白表达载体，经 IP 实验证实 MKRN3 和 Nptx1 通过“剑柄”结构

进行对接。3.Nptx1 蛋白分子经泛素化修饰进行调控。（1）Nptx1 蛋白在 4w、6w 和 10w 雌性小

鼠下丘脑组织中的泛素化水平无差异。（2）4w 小鼠分别在下丘脑表达 WtMkrn3 和 mtMkrn3 蛋

白，WtMkrn3 小鼠泛素化水平更高。 

结论  1.在青春期前后的小鼠下丘脑组织中 Mkrn3 蛋白与分泌蛋白 Nptx1 的表达趋势相反。

2.MKRN3 与 Nptx1 蛋白主要通过 C3H4 锌环指结构域相互作用。3.Mkrn3 通过泛素化修饰对

Nptx1 活性产生抑制作用。 

 
 

PO-177 

混合型垂体促甲状腺激素腺瘤的临床特点与治疗转归 

 
韩慧侨,连小兰,朱惠娟,柴晓峰,王林杰,阳洪波,姚勇,邓侃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垂体促甲状腺激素腺瘤（TSH 瘤）占垂体腺瘤的 0.5%-3%，而混合 TSH 瘤更加罕见，本研

究旨在总结混合 TSH 瘤的临床特点和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转归，以期增加临床医师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的 16 例混合 TSH 瘤的临床资料，

收集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手术资料及随访情况，与同期单纯 TSH 瘤比较。 

结果   混合 TSH 瘤男 12 例，女 4 例，混合类型：TSH+GH 11 例，TSH+PRL 2 例，

TSH+GH+PRL 3 例，接受药物治疗 11 例（善龙、溴隐亭或善龙+索马杜林），术前药物+手术治

疗 8 例，手术治疗 3 例，手术+术后善龙治疗 1 例，未治疗 2 例。平均年龄 50.69 岁±15.63 岁，中

位病程 84.0 月，肿瘤最大径 28.94 cm±14.60cm，中位肿瘤体积 8163.5cm3。起病症状包括面容改

变 8 例，手足肥大 6 例，打鼾 5 例，多汗 4 例，睡眠呼吸暂停 3 例，心悸 3 例，怕热 2 例，视力下

降 2 例，性欲减退 2 例，体毛脱落 1 例，乏力 1 例，声音变粗 1 例，头痛 1 例，急躁易怒 1 例，贪

食/体重增加 1 例。药物治疗患者中，混合瘤善龙治疗疗程较单纯瘤延长(5.6±3.6 次 vs 2.5±0.8

次,P=0.035), 治疗后两组甲状腺激素（TSH、TT3、TT4、FT3、FT4）均显著下降（P<0.02），

而混合瘤的 TT4 和 FT3 未降至正常范围，但药物治疗对于肿瘤最大径和肿瘤体积无改善。术前药

物+手术治疗患者中，混合瘤（n=8）和单纯瘤（n=14）手术亚型（内镜、显微镜或显微镜+神经导

航）、切除程度、肿瘤假包膜、术中脑脊液漏、术后总并发症无明显差异（P>0.05），但混合瘤

术后颅内感染率高（37.5% vs 0.0%, P=0.036）。混合瘤和单纯瘤手术前、术后第 1 天、术后 0 月

-3 月、术后 3 月-6 月、术后 6 月-12 月、术后 12 月-24 月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无明显差异。混合瘤在

术后第 1 天甲状腺激素的生化缓解率低于单纯瘤（50% vs 92.9%, P=0.039），其余阶段无差异, 

混合瘤术后第 1 天（92.9% vs 0.0%,P<0.001）和术后 6-12 月（71.4% vs 0.0%, P=0.021）完全缓

解率（临床表现、垂体激素指标、影像学）均低于单纯瘤。 

结论   与单纯 TSH 瘤相比，混合 TSH 瘤术后完全缓解比例显著降低，治疗效果更差，需要引起临

床医师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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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8 

一例幼儿 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 3 型缺陷症病例报道 

 
刘飞,杜培洁,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一例 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17β-HSD)3 型缺陷症的临床诊断及基因检测，探讨

其病理生理及发病机制。 

方法  总结分析该家系临床资料，通过临床检查、激素测定、hCG 兴奋试验、影像学检查和染色体

核型分析等确认其临床诊断；收集该家系先证者及其父母的外周血，通过 PCR 扩增产物直接测序

和亚克隆方法检测其基因突变，确认其基因诊断。 

结果  该患者（2 岁 11 月）社会性别为女性，以“发现双侧腹股沟区睾丸 1 年”就诊；染色体核型为

46XY，携带 SRY 基因，双侧腹股沟隐睾，外阴呈幼女型，阴蒂形似小阴茎，可见阴道口，未见尿

道口，呈男性假两性畸形。激素测定显示睾酮合成前体物质如硫酸脱氢表雄酮、雄烯二酮明显升

高，而睾酮却低于正常。hCG 兴奋试验提示雄烯二酮转化为睾酮过程受阻，即 17β-HSD3 活性缺

陷。基因诊断证实 HSD17β3 基因外显子区域发现两处杂合突变点：c.201G>T, c.625T>C，导致氨

基酸改变 p.Glu67Asp（谷氨酸>天冬氨酸）, p.Ser209Pro（丝氨酸>脯氨酸）。 

结论  幼年女性出现双侧腹股沟区睾丸时应考虑该症可能，hCG 试验可提供临床依据，基因诊断可

进一步确诊。 

 
 

PO-179 

p62 缺失通过抑制垂体功能诱导雌性小鼠生殖障碍机制研究 

 
隆敏 1,郑宏庭 1,李行 1,唐学峰 2,胡华 3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 

2.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病理科 

3.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妇产科 

 

目的  p62/SQSTM1 是重要的蛋白质适配器，通过参与细胞自噬相关的细胞信号转导通路精细地调

节许多病理生理过程过程。既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了 p62 缺失可导致小鼠成年起病的代谢紊乱，包括

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在人类这些代谢异常往往和女性生殖紊乱密切相关，比如多囊卵巢综合

症。本研究旨在观察 p62 缺失对雌性小鼠生殖功能的影响及其与代谢紊乱的相关性，并探讨其可能

机制。 

方法  本研究采用 ELISA、配对实验、组织切片及分泌物涂片染色等观察了 p62 敲除（8 周）年轻

雌性小鼠代谢及生殖功能，并评估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qRT-PCR、组织免疫荧光、

ELISA 等检测血浆类固醇激素等水平，探索相关基因及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我们的结果显示在虽然 p62 缺失不影响年轻雌性小鼠的代谢功能，如血糖、血脂、体重等，

但可导致其生殖功能明显恶化，受孕成功率及子代数量降低。进一步发现，p62 缺失可使得小鼠发

情周期紊乱，子宫成线状萎缩，卵巢重量减轻合并卵泡发育、排卵障碍及黄体减少，此外，血浆类

固醇激素雌二醇、促性腺激素促黄体生成激素（LH）水平也明显下降。卵巢类固醇合成途径在

p62 缺失雌性小鼠也严重受损，关键酶 StAR 和 P450scc 基因表达降低使得类固醇－孕烯醇酮转化

减少，Lhcgr mRNA 水平代偿性升高。与血浆 LH 低水平一致，p62 缺失雌性小鼠垂体 Lhb、Fshb 

mRNA 表达下降，且以 Lhb 降低为主，其下丘脑 KISS1 mRNA 水平升高提示对垂体功能缺失的代

偿性反应。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p62 缺失通过影响垂体功能进而导致生殖功能障碍和不孕，明确了垂体 p62

在维持个体正常生殖功能中的重要作用，且这一作用应为 p62 缺失直接导致而非通过代谢紊乱间接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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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0 

高脂饮食通过激活睾丸间质细胞亲环素 D 抑制类固醇激素 

合成急性调节蛋白表达 
 

苏晓慧,罗丹丹,孙明琪,王小磊,叶继锋,张梅洁,于春晓,管庆波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类固醇激素合成急性调节蛋白（StAR）是睾酮合成过程中的起始和限速调节蛋白，维持线粒

体功能稳态对 StAR 发挥正常功能至关重要，亲环素 D（CypD）是维持线粒体功能稳态的重要调

节分子，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索 CypD 在高脂饮食（HFD）影响 StAR 表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高脂饲料（HFD）喂养小鼠 16 周，检查小鼠一般身体情况，包括体重，体脂分布，血脂水

平，总睾酮（TT）水平以及睾丸脂质沉积情况。采用 RT-PCR 检测 HFD 对 StAR、胆固醇侧链裂

解酶（P450scc）及 3β-羟化类固醇脱氢酶（3β-HSD）在 mRNA 水平的影响。并用 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染色法（IF）在蛋白水平加以验证。电镜观察睾丸超细微结构。为了验证 CypD 在 HFD

影响 StAR 过程中的作用，分别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HFD 组与普通饲料（ND）组，

CypD 过表达（Ad-PPIF）组与空白对照（Ad-EGFP）组，以及 HFD 喂养的 CypD 基因全敲

（Ppif -/-）与野生型（Ppif + / +）小鼠的 CypD 及 StAR 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 ND 组相比，长期大量 HFD 导致小鼠体重大幅度增加，全身各部体脂成分显著增多，血脂

异常，睾丸间质脂质沉积，睾丸组织内 TT 水平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RT-PCR

显示，在 StAR、P450scc 及 3β-HSD 三个睾酮合成关键调节分子中，仅 StAR mRNA 表达水平在

HFD 组较 ND 组下调最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和 IF 进一步证明，

HFD 导致睾丸间质细胞 StAR 蛋白表达下调，与 ND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电镜结

果示，HFD 组睾丸间质细胞线粒体内、外膜间隙较 ND 组显著增大，说明 HFD 可通过损伤线粒体

来抑制 StAR 表达。RT-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均显示，HFD 组 CypD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ND 组

（p<0.05）。与 Ad-EGFP 组相比，Ad-PPIF 组 CypD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StAR

表达显著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Ppif + / + HFD 组相比，CypD 基因全敲的

Ppif -/- HFD 组 StAR 蛋白表达未下调。 

结论  HFD 可以通过激活睾丸间质细胞 CypD 过表达抑制 StAR 表达，为防治过度 HFD 诱导的睾酮

缺乏提供了新思路。 

 
 

PO-181 

维生素 D 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代谢特征 

及激素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张冰洁,沈山梅,刘佳怡,李忆昆,乔程程,杨佳苗,燕歌,王静,顾天伟,孙洁,毕艳,朱大龙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内分泌代谢疾病。患有 PCOS 的女性其维生素 D

缺乏发生率显著高于正常女性。此研究旨在明确 PCOS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内分泌代谢指标及性

激素的关系。 

方法  采用鹿特丹诊断标准，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南京鼓楼医院内分泌科就诊且未

使用任何可能影响维生素 D 水平的药物的 PCOS 患者共 120 例。选取同时段就诊的年龄、BMI 匹

配的无高雄激素且月经规律的女性 50 名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于月经第 3~5 天(闭经者任意时

间)，抽取空腹血检测血糖(FPG)、血脂、胰岛素(FIns)、糖化血红蛋白、25 羟维生素 D [25(OH)D]

及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实施 75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测 2 小时血糖(2hPG)及胰岛素(2hIns)；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109 

 

采用稳态模型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评估患者胰岛素抵抗程度、采用游离雄激素指数(FAI)

评价游离雄激素水平。 

结果  较对照女性而言，PCOS 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显著降低 (14.63ng/ml vs 16.81ng/ml，

P=0.008)，维生素 D 缺乏的发生率明显升高 (92.5% vs 78%，P=0.017)。根据 25(OH)D 水平三分

位将 PCOS 患者分为三组，依次为低 VD 组、中 VD 组、高 VD 组，发现随着 25(OH)D 水平的升

高，2hPG、睾酮(T)及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水平逐渐下降(P<0.05)。三组间两两比较显示低 VD

组患者的 FIns 及 HOMA-IR 显著高于高 VD 组，2hIns 显著高于中、高 VD 组。此外，低 VD 组患

者的 FAI 水平明显高于高 VD 组 (8.80 vs 5.70，P<0.05)。在校正年龄、BMI、腰臀比等混杂因素

的条件下，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25(OH)D 与 FIns、2hIns、HOMA-IR、T、FAI 及 AMH 呈负

相关。进一步将年龄、BMI、腰臀比、FPG、FIns、HOMA-IR、血脂、25(OH)D、AMH 纳入线性

方程，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血清 25(OH)D 水平是影响 PCOS 患者游离雄激素(FAI)水平的独

立相关因素 (β=-0.423，P=0.019)。 

结论  PCOS 患者 25(OH)D 水平显著下降，与性激素、胰岛素、胰岛素抵抗程度呈负相关，且

25(OH)D 是影响 FAI 水平的独立相关因素。 

 
 

PO-182 

类固醇 5α-还原酶Ⅱ缺乏症家系的基因突变研究 

 
包明晶,张磊,李晓柳,李蓬秋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类固醇 5α-还原酶Ⅱ缺乏症，又名为假阴道会阴阴囊型尿道下裂、家族性不完全男性假两性

畸形Ⅱ型。本研究中对 1 例诊断为类固醇 5α-还原酶Ⅱ缺乏症的患者进行了详细的家系调查和分子

生物学、遗传学分析，以明确该家系中基因突变的类型、发病情况及临床特征。 

方法  患者 24 岁，社会性别女性，进行性身高过长 10 年，伴无月经来潮。10 年前患者身高

155cm，此后每年以 3-4cm 速度长高至今，目前身高 185cm。大学毕业，教师，未婚未育，为第

三胎第二产，足月顺产儿，无产伤窒息，其父母非近亲结婚，其父母哥哥妹妹身高及发育未见异

常。体格检查：Bp 120/69 mm Hg，身高 185 cm，体重 70 kg，BMI=20.45kg/m2,上部量 82cm,下

部量 103cm，指尖距 193cm，体形匀称，无手指足趾增粗，面部无颧骨下颌骨突出，无痤疮，舌

弓咽腭弓无明显增高，手指无明显细长，无通贯掌。左侧腹股沟区、右阴阜可见手术疤痕。大小阴

唇存在，阴阜饱满，尿道口可见，阴道口不清晰，无腋毛，阴毛稀疏，Tanner 分期：乳房 0 期，

阴毛 I 期。心肺腹部查体未见明显阳性体征。查该家系 2 代共 5 名成员，详细询问病史，全面体格

检查，生化、激素代谢及染色体核型检查、分子生物学检查。 

结果  因其祖代均已死亡，家系调查 2 代，其中只有患者 1 人出现临床异常。未能查见隔代遗传现

象。患者染色体核型 46,xy,与其社会性别不符。测序结果存在 SRD5A2(chr2)基因突变。 

结论  本例患者性发育异常及生长异常，伴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经染色体和基因测序发现系男性假

两性畸形，SRD5A2(chr2)基因 c.607G>A+c.2T>C 突变,为外显子上的基因突变，变异为错义突变

和起始密码子突变，致催化睾酮转变为二氢睾酮的类固醇 5α-还原酶Ⅱ缺乏，从而在胚胎期男性化

不足，出现两性畸形。临床上本病报道病例极少，未见基因检查及家系调查，临床鉴别诊断困难，

故相关的基因检查尤为重要。建议所有的此类患者做基因检查。患者身高过长、继发性骨质疏松症

与其性激素缺乏、无青春期启动有关，故需根据患者社会性别及心理性别一致性特点尽早确定性别

取向、补充性激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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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3 

NR5A1 基因突变所致 46,XY 性发育异常的临床与突变特点分析 

 
于冰青,刘兆祥,高寅洁,茅江峰,王曦,郝明,马婉璐,黄奇彬,张睿,聂敏,伍学焱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46，XY 性发育异常（46，XY DSD）是一组临床异质性很高，病因非常复杂的疾病。本研究

拟探讨 7 例 46，XY DSD 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致病机制。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提取患者外周血白细胞 DNA，通过目的基因外显子捕获联合二代

测序方法，确定致病基因。进一步用 PCR 扩增 NR5A1 基因和扩增产物直接测序方法验证基因突

变。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进行细胞实验，验证突变型 SF-1 对其靶基因 CYP11A1 转录调节功

能的影响。 

结果  7 例患者的染色体核型检查均为 46,XY。临床表现均显示为生殖系统缺陷及正常

的肾上腺功能。外生殖器检查显示 3 例患者表现为女性外生殖器，2 例患者表现为外

生殖器难辨，1 例患者表现为阴蒂肥大，1 例患者表现为尿道下裂。7 例患者性腺均显

示为双侧睾丸，其中 2 例患者存在子宫。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7 例患者中检出 4 个新发

突变（p.Asn44del，p.Gly91Asp，p.Arg255Profs*44，p.Gln362Serfs*20）和 3 个已

报道的突变（p.Ser32Asn，p.Arg84Cys，p.Leu231_Leu233dup）以及 2 个多态位点

（ p.Gly146Ala ， p.Ala168Glu ）。功能实验显示 p.Ser32Asn ， p.Asn44del 和

p.Gly91Asp 降低了 SF-1 对 CYP11A1 的转录活性，仅为野生型的 39%，23%和

39%。而 p.Ala168Glu 对 CYP11A1 的转录活性为 93%，与野生型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报道 4 个新发 NR5A1 基因突变，细胞功能实验证实了 NR5A1 突变为患者发病的分子

机制。NR5A1 基因杂合突变患者仅表现为生殖系统的缺陷，不伴有肾上腺功能减退。 

 
 

PO-184 

糖耐量正常的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患者 

体脂量与胰岛素水平关系探讨 

 
林琼艳 1,2,杨旭斌 1,2,胡细玲 1,2,张瑶 1,2,许雯 1,2,邓洪容 1,2,朱延华 1,2,严晋华 1,2,蔡梦茵 1,2,姚斌 1,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广东省糖尿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目的  男性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IHH）患者血清睾酮水平低下，这类患者易出

现血糖异常及心血管疾病，目前认为可能与其体内血浆胰岛素水平升高有关。而其血清睾酮水平低

下亦有可能影响患者的体脂含量。本研究旨在探讨 IHH 患者体脂含量与血浆胰岛素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22 例糖耐量正常的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

能减退症患者（IHH 组）和 10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测定两组血糖、胰岛素、血清睾酮（T）水

平、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β（胰岛功能指数）和体脂含量。 

结果  IHH 组患者血清睾酮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1.80nmol/L vs 19.82nmol/L）,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P<0.001)； IHH 组体脂量（31.38% vs 21.11%）、空腹胰岛素水平（15.86mu/L vs 

7.65mu/L）、HOMA-B（293.19 vs 120.26）、HOMA-IR（3.18 vs 1.64）等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体脂量与空腹胰岛素水平 (r=0.63,P=0.002)、HOMA-B 

(r=0.53,P=0.014)和 HOMA-IR (r=0.47,P=0.031)成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脂量是

IHH 患者空腹胰岛素水平、HOMA-B 和 HOMA-IR 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体脂量是影响糖耐量正常的 IHH 患者血浆胰岛素水平的独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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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5 

贝那鲁肽治疗超重/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观察 

 
周潮 

秦皇岛市中医院 

 

目的  观察餐时 GLP-1 贝那鲁肽对超重/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临床观察，收集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院电子病历信息采集系统中的

超重/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 191 例（男性 98 例，女性 93 例），其中 42 例无降糖药治疗史，146 例

口服降糖药失效，2 例口服降糖药+甘精胰岛素及 1 例利拉鲁肽+甘精胰岛素治疗血糖不达标。停用

所有口服降糖药后，患者应用贝那鲁肽治疗 3 个月，辅以生活方式干预（饮食和运动干预）和糖尿

病自我管理教育，部分患者使用中药治疗。其中 175 例患者（平均年龄 46.20±9.65 岁）应用贝那

鲁肽（0.1-0.2mg,tid）治疗，16 例患者（平均年龄 52.00±8.39 岁）应用贝那鲁肽（0.1-

0.2mg,tid）+甘精胰岛素治疗。比较治疗前后患者 HbAlc、PPG、FPG、体重、腰围、BMI 的变

化。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贝那鲁肽组患者  HbA1c(5.62±0.82 vs. 9.05±1.07，P＜0.0001)、2h-

PPG(9.90±2.14 vs. 20.53±1.49, P＜0.01)、FPG(5.51±0.53 vs. 9.37±1.43，P＜0.01)、体重

(64.99±9.21 vs. 77.62±11.63, P＜0.0001)、腰围(87.93±9.54 vs. 103.01±11.56, P＜0.0001)、

BMI(22.71±1.81 vs. 27.94±4.73, P＜ 0.0001)均明显改善。贝那鲁肽 +甘精胰岛素组患者 

HbA1c(5.612±0.42 vs. 9.06±1.56，P＜0.0001)、2h-PPG(8.81±3.56 vs. 20.45±2.25, P＜0.01)、

FPG(5.64±0.59 vs. 9.99±1.44，P＜0.01)、体重(60.55±7.41 vs. 74.69±9.63, P＜0.0001)、腰围

(83.43±12.54 vs. 101.15±12.57, P＜0.0001)、BMI(22.60±2.32 vs. 27.25±2.70, P＜0.0001) 与治

疗前相比均明显改善。治疗期间发生的不良反应主要为 GLP-1 受体激动剂的常见不良反应，如恶

心、呕吐等，不良反应随治疗时间延长而逐渐减少。 

结论  贝那鲁肽是餐时同源 GLP-1 制剂，辅助生活方式干预及患者教育，单药治疗或与甘精胰岛素

联合治疗超重/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均可有效降低糖化血红蛋白、餐后和空腹血糖，减轻体重。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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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1 

老年女性血 HCY 水平与骨密度的相关性研究 

 
吕晓双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女性同型半胱氨酸（HCY）、脂质水平与骨质减少的关系。 

方法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门诊及住院的老年女性 126 例，根据 DEX 法测得的骨密度

水平将其分为骨量正常组（41 例）、骨量减少组（43 例）和骨质疏松组（42 例），测量记录年

龄、绝经年龄、绝经时间、身高、体重，检测血钙(Ca)、磷(P)、碱性磷酸酶(ALP)、甘油三酯

(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

HCY。 

结果  骨质疏松组血清 HCY、LDL-C 水平明显高于骨量减少组及骨量正常组，骨质疏松组绝经年

龄、体重低于骨量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低体重、血清 HCY、LDL-C 水平

升高是骨质减少的危险因素，OR（95%CI）分别为 0.932（0.886～0.979）、2.284 (1.487～

3.509)、3.160（1.081～9.3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老年女性骨量减少组和骨质疏松组中 HCY、LDL-C 水平增高，HCY、LDL-C 与骨密度水平

呈负相关，HCY、LDL-C 水平可作为老年女性评价骨量丢失的参考指标。 

 
 

PU-0002 

艾塞那肽对棕榈酸诱导成骨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 

 
柴利杰,郑丽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棕榈酸建立成骨细胞高脂环境模型，研究艾塞那肽对高脂诱导成骨细胞凋亡过程中的保

护作用。 

方法  应用含 500μM 的棕榈酸完全培养基孵育成骨细胞 24 小时，并加入艾塞那肽（1、10、100、

1000nmol/L）处理成骨细胞，选择最佳浓度 100nmol/L 干预 24 小时，观察艾塞那肽对成骨细胞增

殖和凋亡的影响情况。CCK-8 试剂盒检测细胞增殖活性；Annexin V- FITC /PI 凋亡检测试剂盒检

测细胞凋亡率；RT-qPCR 技术检测各组细胞内质网应激相关基因 GRP78、CHOP、Caspase-12 

mRNA 的表达。 

结果   1. CCK-8 结果显示：①不同浓度的艾塞那肽对正常成骨细胞增殖活力均无明显影响

（P>0.05）；高脂+艾塞那肽 100nmo/L、1000nmol/L 浓度组对成骨细胞增殖活力无明显影响

（P>0.05），100nmol/L 较 1000nmol/L 浓度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脂+艾塞那

肽 1nmol/L（P<0.01）、10nmol/L（P<0.05）浓度组及高脂组（P<0.01）的 OD 值均明显下降，

其组间比较，高脂+艾塞那肽 10nmol/L 组较高脂组、高脂+艾塞那肽 1nmol/L 组的 OD 值明显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脂组与高脂+艾塞那肽 1nmol/L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检测结果提示可选用 100nmol/L 艾塞那肽作为最佳浓度值进行干预细胞。 

②高脂+艾塞那肽 100nmol/L 浓度组的 OD 值较高脂组明显提高，即成骨细胞增殖活力明显提高

（P<0.05）。 

2.高脂组，成骨细胞的凋亡率明显增加（P<0.01）；高脂+艾塞那肽组的细胞凋亡率明显下降

（P<0.01）。 

3. 高脂组，细胞内质网应激相关基因 GRP78 和 CHOP mRNA 表达量明显增加（P<0.01），

Caspase-12 mRNA 的表达量明显下降（P<0.01）；高脂+艾塞那肽组，细胞内质网应激相关基因

GRP78 和 CHOP mRNA 表达量明显下降（P<0.01），Caspase-12 mRNA 表达量增加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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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LP-1 受体激动剂艾塞那肽通过内质网应激途径，显著改善了棕榈酸造成的成骨细胞增殖活

性减低以及凋亡的发生 

 
 

PU-0003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 2 例临床分析 

 
邢清,臧丽,庞萍,宋凌云,孙迪,韩松梅,林家达,郭清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2 例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特点，诊治经过，提高对 Gitelman 综合征

的认识。 

方法  以 2 例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临床资料，观察治疗反应和随

访结果以明确诊断。 

结果  2 例患者均为绝经早期女性，主要表现为正常血压伴低血钾、高尿钾、低血镁、低尿钙、代

谢性碱中毒、骨质疏松，一例患者 RAAS 系统激活，一例患者 RAAS 系统未激活，两例患者均临

床诊断为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2 例患者均给予口服氯化钾缓释片、门冬氨酸钾镁、

安体舒通治疗， 低血钾基本纠正，血镁接近正常低值；同时予抗骨质疏松治疗，预防脆性骨折发

生。 

结论  Gitelman 综合征是低钾血症的罕见病因之一，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失盐性肾小管疾

病；一般青中年起病，既往文献很少报道合并骨质疏松症。SLC12A3 基因突变导致其编码的

NCCT 功能障碍，引起远曲小管 Na+和 CL-的重吸收障碍，水丢失过多使细胞外液容量减少，从而

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刺激钾离子在远曲小管和集合管的分泌而导致低

钾血症；醛固酮的水平增加虽增加钾的排泄，但严重的低钾血症同样可以抑制 RAAS 系统的活性，

这可能是部分 GS 患者肾素、醛固酮水平不高的原因。同时，肾小管钙的重吸收增加导致尿钙排泄

减少；Mg2+/Ca2+交换增加，导致尿镁排泄增加，血镁降低。低镁可通过上调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

的表达抑制类成骨细胞系增殖，故细胞镁浓度平衡是成骨细胞正常生长及发挥功能的保证。镁能激

活成骨细胞增殖，促进骨矿化，增强靶组织（骨、肌肉）对甲状旁腺素和 1,25（OH）2D3 的敏感

性。镁缺乏易引发骨质疏松，导致骨脆性增加。GS 患者骨质疏松症发病相对较早的原因可能是：

（1）严重的低钾血症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肠钙吸收减少；（2）镁缺乏诱导骨骼炎症因子的激活，

增加破骨细胞的数目而促进其骨吸收功能；（3）低镁抑制甲状旁腺素的合成和释放，骨形成减

少；（4）严重的低镁血症使肾脏和骨骼对甲状旁腺素产生抵抗；（5）长期肾性失钾损害肾脏功

能，1a 羟化酶活性降低，1,25（OH）2VD3生成减少；（6）低镁可直接抑制 1,25（OH）2D3的合

成和作用。临床上对于成年起病的 Gitelman 综合征患者，尤其是绝经期女性，应注意筛查骨质疏

松症。 

 
 

PU-0004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 2 例临床分析 

 
邢清 1,臧丽 1,庞萍 2,宋凌云 2,孙迪 2,韩松梅 2,林家达 3,郭清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2 例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特点，诊治经过，提高对 Gitelman 综合征

的认识。 

方法  以 2 例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临床资料，观察治疗反应和随

访结果以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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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例患者均为绝经早期女性，主要表现为正常血压伴低血钾、高尿钾、低血镁、低尿钙、代

谢性碱中毒、骨质疏松，一例患者 RAAS 系统激活，一例患者 RAAS 系统未激活，两例患者均临

床诊断为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症。2 例患者均给予口服氯化钾缓释片、门冬氨酸钾镁、

安体舒通治疗， 低血钾基本纠正，血镁接近正常低值；同时予抗骨质疏松治疗，预防脆性骨折发

生。 

结论  Gitelman 综合征是低钾血症的罕见病因之一，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失盐性肾小管疾

病；一般青中年起病，既往文献很少报道合并骨质疏松症。SLC12A3 基因突变导致其编码的

NCCT 功能障碍，引起远曲小管 Na+和 CL-的重吸收障碍，水丢失过多使细胞外液容量减少，从而

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刺激钾离子在远曲小管和集合管的分泌而导致低

钾血症；醛固酮的水平增加虽增加钾的排泄，但严重的低钾血症同样可以抑制 RAAS 系统的活性，

这可能是部分 GS 患者肾素、醛固酮水平不高的原因。同时，肾小管钙的重吸收增加导致尿钙排泄

减少；Mg2+/Ca2+交换增加，导致尿镁排泄增加，血镁降低。低镁可通过上调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

的表达抑制类成骨细胞系增殖，故细胞镁浓度平衡是成骨细胞正常生长及发挥功能的保证。镁能激

活成骨细胞增殖，促进骨矿化，增强靶组织（骨、肌肉）对甲状旁腺素和 1,25（OH）2D3 的敏感

性。镁缺乏易引发骨质疏松，导致骨脆性增加。GS 患者骨质疏松症发病相对较早的原因可能是：

（1）严重的低钾血症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肠钙吸收减少；（2）镁缺乏诱导骨骼炎症因子的激活，

增加破骨细胞的数目而促进其骨吸收功能；（3）低镁抑制甲状旁腺素的合成和释放，骨形成减

少；（4）严重的低镁血症使肾脏和骨骼对甲状旁腺素产生抵抗；（5）长期肾性失钾损害肾脏功

能，1a 羟化酶活性降低，1,25（OH）2VD3生成减少；（6）低镁可直接抑制 1,25（OH）2D3的合

成和作用。临床上对于成年起病的 Gitelman 综合征患者，尤其是绝经期女性，应注意筛查骨质疏

松症。 

 
 

PU-0005 

唑来膦酸联合瑞舒伐他汀对男性 2 型糖尿病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骨代谢的影响 

 
马建强,马永宾 

江苏大学附属金坛医院 

 

目的  探讨唑来膦酸（ZOL）联合瑞舒伐他汀对男性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骨质疏松(OP)患者骨代

谢的影响。 

方法  男性 T2DM 合并 OP 患者 120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

予 ZOL 并常规补充钙片及维生素 D 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瑞舒伐他汀；1 年后均

予随访，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骨密度、骨代谢相关指标、VAS 疼痛评分以及治疗

过程中的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 1 年后两组患者骨密度较治疗前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治疗后骨密度较对照组升高更为

明显(P <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骨钙素(BGP)均明显升高、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

(B-ALP)明显降低、VAS 疼痛评分明显改善(P <0.05)，而钙、血磷保持平稳(P >0.05)。且观察组治

疗后骨钙素()较对照组升高更为明显，而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较对照组降低更为明显(P <0.05)；与

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 疼痛评分均明显改善(P <0.05)。而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疼痛

VAS 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两组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ZOL 联合瑞舒伐他汀治疗老年男性 T2DM 合并 OP 患者可以明显减轻相关疼痛不适症状，有

效改善骨密度，促进新骨形成。在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安全性高，疗效确切，值

得在临床工作中予以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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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6 

肿瘤性低磷骨软化症一例报道并临床特点分析 

 
魏伟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一例肿瘤性低磷骨软化症，分析其临床特点，加深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报道了被诊断为 TIO 且得到成功诊治的患者 1 例，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复习 

结果  肿瘤性低磷骨软化症（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TIO）是临床上一种罕见的伴瘤综合

征，由肿瘤导致肾脏排磷增加，造成的获得性低血磷骨软化症。TIO 起病隐匿，临床误诊率较高，

但仍具有典型的临床特点，如肌无力、进行性骨痛、身高变矮等。临床中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早

期诊断，明确肿瘤位置，手术切除一般可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结论  对于疑似 TIO 患者，仔细的体格检查，并结合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手段对肿瘤的发现

和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PU-0007 

定量超声检测跟骨骨密度与糖脂代谢各组分的相关性研究 

 
谷丽娟 1,王幼萍 1,刘建萍 2 

1.丰城市人民医院 

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定量超声检测跟骨骨密度(BMD)与糖脂代谢各组分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南昌市 15 个社区常住居民为对象，使用超声骨密度测定仪定量检测受检者左侧足跟骨骨

密度(BMD），并进行问卷调查、人体学测量 ,定量测定空腹血糖(FBG)及服糖 2 小时后血糖

（2hBG)、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HDL-C）及糖化血红蛋白（HbAlc)。按性别、绝经与否分组，每组根据骨密度值再分为正

常骨密度组、骨量减少组、骨质疏松组，比较各组血糖血脂水平，分析糖脂代谢各组分对骨密度的

影响。 

结果  8584 例受试者纳入分析。整体人群中骨质疏松组 FBG、2hBG、HbAlc、TC、HDL-C 水平均

高于正常骨密度组及骨量减少组，骨质疏松组 LDL-C 水平高于正常骨密度组，骨量减少组的

HbAlc、TC、LDL-C 水平高于正常骨密度组。男性人群骨质疏松组 LDL-C 水平高于正常骨密度组

和骨量减少组。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组 FBG、2hBG、HbA1C 水平均高于正常骨密度组，骨量减

少组 HbA1C 水平高于正常骨密度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男性

骨密度值与 TC 和 LDL-C 相关；绝经后女性骨密度值与 FBG、2hBG、HbA1C 呈负相关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骨密度值与 LDL-C 相关，绝经前女性骨密度值与

FBG 负相关，绝经后女性骨密度值与 HbA1C 负相关（P<0.05）。 

结论  骨密度值与糖脂代谢异常存在相关性，骨质疏松人群更容易合并糖脂代谢异常，糖脂代谢异

常者骨质疏松患病风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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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8 

糖尿病肾病与维生素 D 相关性分析 

 
张晓玲,邝小娟,朱慧敏,胡立里,张美英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方法  1.研究对象是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0 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

糖尿病患者 100 例； 

2.根据维生素 D 值，将上述 2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两个亚组：维生素 D<20ng/ml，41 例，男 16 例，

女 25 例，平均年龄 60.63±14.58 岁；维生素 D≥20ng/ml，59 例，男 32 例，女 27 例，平均年龄

63.17±10.52 岁。研究对象均测量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血清肌酐、GFR 值。糖化血红蛋

白采用 HPLC 法测定。尿微量白蛋白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GFR 是通过肾动态显像检测，血清肌酐

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 

3.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

组间比较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1.两组间年龄、病程、血清肌酐、GFR、血清糖化血红蛋白相比较，P 值均大于 0.05，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尿微量白蛋白值在维生素 D≥20ng/ml 组低于维生素 D<20ng/ml 组，P=0.004，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维生素 D 水平与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GFR 呈负相关；维生素 D 水平与血清肌酐呈正

相关。 

结论  维生素 D 水平与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呈负相关 

 
 

PU-0009 

绝经前女性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特点分析 

 
陈琳,游利,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上海地区绝经前女性中特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密度、骨转换指标及其他临床特点。 

方法  200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质疏松门诊就诊的 1043 名绝经前女性

中，选取资料齐全、符合入组标准条件的特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及骨量正

常者共 99 名，分为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组（28 例）、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组（15 例）及正常对照组

（56 名）3 组。采用回顾性统计分析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生化指标[钙（Ca）、磷

（P）、25(OH)D]、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骨转换指标（bone turnover 

marker，BTM）、骨折史等临床资料。 

结果  (1)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组腰椎、股骨颈及全髋 BMD 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t=-3.794，P＜

0.01；t=-4.080，P＜0.01；t=-5.632，P＜0.01）。两组间钙、磷、25(OH)D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0.120，P＞0.05；t=0.121，P＞0.05；t=0.004，P＞0.05）。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组血清

骨钙素(osteocalcin，OC)、血清Ⅰ型胶原羧基端肽（type 1 collagen carboxy terminal peptide，β-

CTX）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05，P＞0.05；t=1.543，P

＞0.05）。(2)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组腰椎 BMD 显著低于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组（P=0.035），股骨颈

及全髋 BM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98、0.223）。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组血清 OC、血清 β-CTX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20，P＜0.01）；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组血清 OC 水平与特发性

骨质疏松症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β-CTX 水平均显著高于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组

（P＜0.01）。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117 

 

结论  女性特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发病与 Ca、P、25(OH)D 缺乏无关，遗传性因素或许为发病的主

要原因，而骨代谢的高转换状态可能为其发病的主要机制。 

 
 

PU-0010 

短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VLCD )干预 

对超重肥胖患者骨代谢指标的影响 

 
李萍,徐谷根,陈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短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VLCD）干预对超重肥胖患者骨代谢的影响。 

方法  在 2015 年 2 月-2018 年 2 月来我院内分泌科就诊治疗的超重肥胖症患者中选出 86 例，根据

患者的治疗意愿分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单纯生活方式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短期极低碳

水化合物饮食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体质量指数、骨代谢指标。 

结果  干预 4 周后，观察组患者的 BMI 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 4 周后，两组患者的

骨代谢指标（PⅠNP、β-CTX、NTOC、PTH、25-(OH)D3）均有一定幅度的改善，P＜0.05，但两

组的改善幅度差异不明显，P＞0.05。 

结论  短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干预有助于控制超重肥胖患者的体重，一定程度上改善骨代谢，但

是改善幅度不大，需长期坚持可能起到明显的效果，还需临床上进一步的随访试验研究。 

 
 

PU-0011 

成年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骨代谢指标、骨密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张海光 

朝阳市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成年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骨代谢指标、骨密度及相关影响因素，为男性糖尿病性骨质疏

松的临床研究提供研究参考。 

方法  选取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于我院住院的年龄大于 30 岁的成年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

120 例，其中骨密度正常者 50 例（A 组）和骨质疏松组 70 例（B 组），测定两组腰椎 L1-4 骨密

度（BMD），并检测两组患者血清生化指标、血清胰岛素水平（FINS），性激素、甲状腺激素水

平（PTH），骨钙素（OC）、总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TP1NP) 、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特殊序

列( CTX-β)及 25 羟维生素 D（25-OH-VitD）、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比较 2 组患者 L1-4 骨

密度（BMD），年龄、病程、BMI、骨代谢及生化标志物的差异及分析骨代谢指标 OC 及 BMD 的

相关因素。 

结果  与 A 组比较，B 组 L1-4 BMD、BMI、FINS、OC 降低 ( P 均＜0.05)；与 A 组比较，B 组年

龄、病程、TC、LDL、FPG、HbAlc、TP1NP、CTX-β 水平均升高 ( P 均<0.05) 。Pearson’ s 分

析显示，OC 与 L1-4 BMD（r =0.127 ，P <0.01）、FINS（r = 0.078，P <0.01）、PTH（r 

=0.215 ，P <0.01）、25-OH-VitD（r = 0.179，P <0.05）呈正相关；与 BMI（r = -0.130，P 

<0.01）、病程（r = -0.075，P <0.05）、FPG（r = -0.136，P <0.01）呈负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显示 L1-4 BMD 与 BMI、FINS、睾酮、雌二醇、25-OH-VitD 水平呈正相关，与年龄、病程、

HbA1C、TP1NP、CTX-β 、PTH、TC、LDL、FT4 水平呈负相关( P 均＜0．05) 。 

结论   1、有效控制血糖、血脂及体重指数对预防及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有重要意义。2、骨代谢指

标联合骨密度联合能更全面、更合理评估骨转换，及时发现高危人群，有利于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

及早诊断及治疗，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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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2 

妊娠期糖尿病与妊娠哺乳相关骨质疏松 

 
孙海燕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糖尿病与骨质疏松关系密切，妊娠期糖尿病（GDM）与骨质疏松关系尚无研究。妊娠哺乳相

关骨质疏松（PLO）临床少见，迄今全世界仅报道 100 余例，合并高钙血症的 PLO 更为少见，国

内未见报道。近年我院收治了 1 例既往有 GDM 病史合并高钙血症的 PLO 患者，总结分析临床资

料，探讨 PLO 的诊断、治疗和防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病例资料，完善病史、体格检查、入院检查和随访资料。 

结果  患者,女性，25 岁，因“产后哺乳 4 月，胸背疼痛 1 月伴乏力”入院。既往有 GDM 病史，单纯

饮食控制后血糖正常。外院胸椎 MRI：胸 3.6.9.12 椎体轻度压缩性骨折，胸 4 椎体少许挫伤。血

钙：2.86mmol/L，血磷：1.33mmol/L，PTH：3.75pg/ml。体检：身高：162cm，体重：51Kg，

BMI ：19.4 Kg/m2 。辅检：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ENA 和 ANA 自

身免疫全套抗体、免疫球蛋白电泳、补体组套、甲状腺功能、血清 M 蛋白分型、尿轻链蛋白、肿

瘤指标组套正常。检测血钙水平轻度升高后恢复正常。骨转化指标 β－胶原降解产物水平升高，骨

钙素水平正常，PTH 水平降低,25-OH 维生素 D 水平正常。24 小时尿钙排泄水平正常。骨密度提示

骨量减少。ECT 全身骨扫描示 T3、6、9、12 压缩性骨折，以 T6 为著。排除其他疾病和药物引起

的继发性骨质疏松，诊断妊娠哺乳相关骨质疏松。治疗上予停止哺乳、避免负重、营养支持、降钙

素皮下注射，疼痛明显改善。出院后继续降钙素治疗 3 月后失访治疗中断。一年半余后复查骨密度

较前升高，胸椎 MRI 提示 T6 椎体楔形改变，其余椎体骨质均匀，无异常信号。 

结论  妊娠晚期和哺乳期出现骨痛，需要考虑 PLO。对于合并高钙血症的 PLO 病例，应鉴别诊断

以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继发性骨质疏松。治疗主要是停止哺乳、避免负重及营养支持，予以钙剂、

活性维生素 D、降钙素、双磷酸盐等措施。该患者体型瘦，GDM 病史，妊娠及产后饮食控制均可

能是 PLO 发生的危险因素。患者降钙素治疗 3 月后未能持续治疗，复查骨密度升高，提示 PLO 具

有一定程度的自限性，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PU-0013 

乌鲁木齐市兵团机关 50 岁以上人群体检骨质疏松患病率分析 

 
张新菊,孙燕 

新疆兵团医院 

 

目的  调查新疆乌鲁木齐市兵团机关 50 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OP)的患病率 

方法  研究预期筛选 50 岁以上新疆兵团机关乌鲁木齐常住人口 1000 例，测定其骨密度，研究开始

及随后 3 年内，每次根据骨密度值计算 FRAX 结果，并随访所有样本在 3 年内有无骨折发生，注明

骨折部位并计算实际骨折发生率；寻找适合当地人群的骨折风险阈值。本研究选取的人群为 2015

年在我院体检的兵团机关 50 岁以上在编职工，为研究开始前期的基础数据。研究对象选择①乌鲁

木齐市兵团机关在编职工，具有正式户口的常住男女人群;②年龄在 50 岁以上，肝肾功能正常者;③

绝经后女性；④愿意接受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测定者。所有符合入组标准的 50 岁以上人群，2015 年

在我院体检的兵团机关在编职工，共 941 人接受了骨密度检测，其中男性 598 人，女性 343 人。

排除标准: ① 年龄：小于 50 岁患者；②合并有严重心、脑、肝、肾和造血系统失代偿疾病及精神

病患者；③妊娠、哺乳期、未绝经妇女、过敏体质者；④已知既往对放射辐射明显反应者；⑤参加

其它临床试验者或研究者认为不宜参加本试验者；⑥不符合临床研究方案规定的纳入标准者。 

骨密度(BMD) 测量采用 GE Lunar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对调查对象进行骨密度测定，测定部位为第

1～ 4 腰椎和双侧股骨近端( 股骨颈、Ward's 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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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23.0 软件，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

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 线性相关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设定检验的显著性水准 0.05。 

结果  本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 8.1% ，其中男性为 4.7% ，女性为 14.0% ，不同性别组患病率有

显著差异( P ＜0.05))；不同年龄段骨质疏松患病率有显著差异，（ =77.754，P＜0.05)），年龄与

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之间呈正相关 (男性 r=0.203，P＜0.05，女性 r=0.440，P＜0.05)。 

结论  乌鲁木齐市兵团机关 50 岁以上人群中，女性的 OP 患病率比男性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患 OP

的危险性增高。 

 
 

PU-0014 

PI3K/Akt 信号通路在地塞米松对成骨细胞功能影响 中的作用 

 
潘吉铭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地塞米松对体外培养的成骨细胞增殖、骨形成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 SD 大鼠成骨细胞，观察细胞形态，应用碱性磷酸酶（ALP）染色法和茜素红

染色法鉴定成骨细胞。取第三代成骨细胞，分组如下：（1）根据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

Dex）作用浓度分为对照组、10-8mol/L Dex 组、10-7mol/L Dex 组、10-6mol/L Dex 组干预 48h。

（2）应用 PI3K 激动剂 740Y-P 与地塞米松单独或联合干预成骨细胞。分组为：对照组、740Y-P

组、Dex 组、740Y-P+Dex 组干预 48h。培养结束后，运用 Cell Counting Kit-8(CCK-8)法检测细胞

增殖活力， ALP 染色检测成骨细胞 ALP 的活性， Western blot 检测成骨细胞中 ALP、骨钙素

（OCN）、p-PI3K、p-Akt 蛋白的表达。 

结果  1.当地塞米松干预 48h 时，各地塞米松浓度组成骨细胞增殖活性均明显下降，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10-8mol/L 组相比，10-7mol/L、10-6mol/L Dex 组细胞增殖

活性均显著减少（均 P<0.05）。 

2.采用 10- 6 mol/L 地塞米松干预成骨细胞 48h 后行 ALP 染色。与对照组相比，干预 48h 后成骨细

胞的 ALP 活性均明显减少（P<0.05）。 

 3.与对照组相比， 10-7 mol/L 和 10-6 mol/L 地塞米松组的成骨细胞的骨形成指标 ALP 和 OCN、p-

PI3K 和 p-Akt 蛋白表达明显减少（P<0.05）；与 10-8mol/L 地塞米松组比较，10-6 mol/L Dex 组成

骨细胞 ALP、OCN、p-PI3K 和 p-Akt 表达明显减少（P<0.05）。本研究选择作用最明显的 10-6 

mol/ L 地塞米松用于后续实验。 

4.与对照组相比，10μmol/L 740Y-P 促进成骨细胞增殖（P<0.05），上调成骨细胞 p-Akt 蛋白的表

达（P<0.05），对成骨 ALP 活性无明显影响（P>0.05）；与单纯地塞米松组相比，Dex+740Y-P

联合组的成骨细胞增殖活力及 ALP 活性明显升高（P<0.05）；p-Akt、ALP、OCN 蛋白表达明显

增加（P<0.05）。 

结论  高浓度地塞米松可以抑制成骨细胞增殖和骨形成，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 PI3K/Akt 通路磷酸

化有关。 

 
 

PU-0015 

原发性肥大性骨关节病家系遗传学研究 

 
黄妙清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分析一例原发性肥大性骨关节病（Primary hypertrophic osteoarthropathy ，PHO)家系的临

床资料及遗传基因，探讨基因变异的致病性，以阐述其遗传学发病机制。 

方法  1、研究对象：一个中国汉族 PHO 患者及其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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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1）总结、分析本研究家系临床资料。 

（2）基因测序：抽取先证者及部分亲属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PCR 扩增后，采用 Sanger

法对 SLCO2A1 基因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将测序结果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的参考序

列进行比较寻找突变位点。 

（3）基因变异致病性分析：使用 NCBI 评估新基因变异的保守性及多态性，使用 Mutation taster

和 PolyPhen-2 预测其有害性，分析相关文献，结合本家系临床特点，综合评估其致病性。 

结果  （1）先证者为中国汉族中年男性，青年期起病，指（趾）末端进行性杵状肿大，关节肿胀、

疼痛，伴面容改变如皮肤增厚、脂溢和痤疮。四肢骨骼Ｘ线提示四肢管状骨骨膜增厚。其爷爷奶奶

为近亲结婚，外公疑有类似症状。 

（2）先证者基因变异为 SLCO2A1 基因的 c.940+1G>A(p.?)和 c.1790A>G(p.Tyr597Cys)。母亲和

父亲分别为 c.940+1G>A 和 c.1790A>G 的杂合变异携带者，先证者妹妹与先证者携带同种基因变

异，进行基因检测的其他家系成员均为 c.940+1G>A 或 c.1790A>G 杂合变异携带者。 

（3）已有多篇文献报道了 SLCO2A1 基因变异 c.940+1G>A 可导致 PHO 的案例。目前尚无

c.1790A>G 的案例报道，基因变异保守性和多态性分析表明 p.597 具有高度保守性，c.1790 A>G

为罕见变异。Mutation taster 和 PolyPhen-2 预测该变异会对蛋白功能造成有害影响。 

结论  （1）杵状指（趾）、管状骨骨膜增生、头面部皮肤增厚，并排除继发性肥大性骨关节病，可

临床诊断 PHO，SLCO2A1 和 HPGD 基因检测可确诊。 

（2）SLCO2A1 基因变异 c.940+1G>A 为 PHO 的常见致病基因变异，c.1790A>G 为新的可能致

病变异。 

 
 

PU-0016 

成骨细胞自噬在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 

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 

 
吴丽婷,潘吉铭,梁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自噬在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GIOP）中作用未明确，AKT/mTOR 通路与自噬密切相

关。本研究观察不同剂量地塞米松（Dex）干预大鼠不同时间后全身骨密度、成骨细胞骨形成、自

噬及 AKT/mTOR 的改变，探讨自噬在 GIOP 中的作用及可能的发病机制。 

方法  SD 大鼠 12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生理盐水）、小剂量 Dex 组（Dex 1mg/kg）、中剂量 Dex

组（Dex 2.5mg/kg）、高剂量 Dex 组（Dex 5mg/kg）,每组 30 只，Dex 干预组用 Dex 注射，对照

组注射生理盐水，2 次/周，左右肢交替肌肉注射，分别干预 4 周、9 周、12 周。干预前后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检测大鼠全身骨密度（BMD），原位杂交及免疫组化法分别检测大鼠骨组织成骨细胞

骨形成指标碱性磷酸酶（ALP）、骨钙素（OCN）、I 型胶原蛋白 mRNA 及蛋白表达，原位杂交及

免疫组化法分别检测自噬相关基因 LC3、Beclin1、ATG5 mRNA 及蛋白表达，原位杂交检测

AKT、mTOR 的 mRNA 表达，免疫组化检测大鼠 AKT、P-AKT、mTOR、P-mTOR 蛋白的表达。 

结果  SD 大鼠 12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生理盐水）、小剂量 Dex 组（Dex 1mg/kg）、中剂量 Dex

组（Dex 2.5mg/kg）、高剂量 Dex 组（Dex 5mg/kg）,每组 30 只，Dex 干预组用 Dex 注射，对照

组注射生理盐水，2 次/周，左右肢交替注射，分别干预 4 周、9 周、12 周。干预前后双能 X 线骨

密度仪检测大鼠全身骨密度（BMD），原位杂交及免疫组化检测大鼠成骨细胞骨形成指标碱性磷

酸酶（ALP）、骨钙素（OCN）、I 型胶原蛋白 mRNA 及蛋白表达，原位杂交及免疫组化检测自噬

相关基因 LC3、Beclin1、ATG5 mRNA 及蛋白表达，原位杂交检测 AKT、mTOR 的 mRNA 表达，

免疫组化检测大鼠 AKT、P-AKT、mTOR、P-mTOR 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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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Dex 干预短期，可能通过抑制 AKT/mTOR 通路诱导成骨细胞产生自噬，对大鼠的骨代谢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但随着 Dex 作用时间的延长和剂量的增加，成骨细胞自噬活性降低、骨形成减

少致骨量丢失，自噬在 GIOP 中具有保护作用。 

 
 

PU-0017 

经皮椎体成型术治疗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临床疗效观察 

 
焦彩虹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我院所收治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者随机选择的

12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12 例患者都采用经皮椎体成型术进行治疗，将患者接受治疗之前与接受治疗之后的 VAS 评

分情况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在接受治疗之后，评估无效 1 人、有效 5 人、显效 6 人，总有效率 91.7%，在治疗 1 个月之

后，VSA 评估结果显著优于治疗之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12

例患者都没有出现过脊髓损伤、肺栓塞、神经衰弱等并发症。 

结论  将经皮椎体成型术应用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临床治疗之中，治愈效果良好、术后

并发症较少，具有极高安全性，可以促进患者恢复，提高医疗质量，值得应用及推广。 

 
 

PU-0018 

女性血清 FSH 和 LH 水平独立于雌激素与骨代谢指标相关 

 
潘丰慧,胡云,李曼,杨海燕,崔雯霞,高蕾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传统的理论认为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和缺乏是导致女性骨质疏松发生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有

研究发现，小鼠和人类的破骨细胞及它们的前体均表达卵泡刺激素（FSH） 受体，FSH 可刺激破

骨细胞的形成和功能，可不依赖于雌激素来调节骨代谢。目前，关于女性 FSH 和黄体生成素

（LH）水平与骨代谢指标（BTMs）的关系，文献报道不一。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女性促性腺激

素（FSH、LH）水平与 BTMs 的关系。 

方法  选取来院就诊和体检女性患者 202 例（绝经前妇女 74 例和绝经后妇女 118 例），年龄在 25

至 82 岁之间，其中排除患有影响骨代谢的各种疾病、服用影响骨代谢和性激素药物、患有影响促

性腺激素分泌的脑垂体-性腺轴疾病的患者。按年龄分为<40、40-49、50-59、60-69、≥70 岁组，

清晨空腹采血测定血清 FSH、LH、雌二醇（E2）、睾酮（TES）和骨钙素（OC）、I 型胶原羟基

端肽 β 特殊序列（β-CTX）、I 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水平。比较各年龄组性激素水平及

BTMs 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血清 E2 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50 岁后下降更为明显，血清 FSH 和 LH 水平随年龄增

长而升高，在 50-59 岁组达到高峰，血清 OC、β-CTX 和 PINP 水平的变化趋势与 FSH 和 LH 一

致，而各年龄组间血清 TES 水平无明显差异。校正年龄后，血清 FSH 和 LH 均与 OC 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451 和 0.393，P 均<0.01），血清 E2 与 β-CTX 呈负相关（r 值-0.212，P<0.01），性

激素 FSH、LH、E2、TES 与 PINP 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P 均>0.05）。将 FSH、LH、E2 水平由

低到高分成四等分组，随着血清 FSH、LH 四分位数的增加，OC 和 β-CTX 显著增加，呈线性趋势

（趋势 P 均＜0.05）；而随着血清 E2 含量的增加，β-CTX 显著降低（趋势 P＜0.05）。以 OC、

β-CTX 和 PINP 为因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FSH 与 β-CTX 独立正相关（β＝0.218，

P＝0.033），LH 与 OC 独立正相关（β＝0.322，P＝0.004），而 E2 与 OC、β-CTX、PINP 间均

未见独立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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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女性血清促性腺激素水平与 BTMs 相关，血清 FSH 和 LH 水平的升高是影响女性骨代谢的主

要原因，而雌激素水平下降可能是次要的。 

 
 

PU-0019 

利拉鲁肽对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大鼠的疗效评价 

 
杨丽娜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根据血清学指标、Micro-CT 及骨生物力学结果评价利拉鲁肽对于糖皮质激激素性骨质疏松大

鼠的骨代谢和骨微结构的的疗效。 

方法  选取 30 只 8 周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利拉鲁肽组各十只。除空白

组外，各组均予以地塞米松 1mg/kg 肌肉注射（2 次/周）诱导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大鼠模型。造

模的同时，给予利拉鲁肽组 200ug/kg*d 皮下注射干预。空白组给予同等体积 0.9%氯化钠皮下注

射。干预两月末收集血清检测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StrACP）、Ⅰ型胶原交联羧基端肽(CTX-1)、

碱性磷酸酶(ALP)、和骨钙素(OC)来评价骨代谢功能变化。收集两侧股骨和腰椎行 Micro-CT 扫描

测定骨密度和骨组织微结构参数，应用骨生物力学仪测定骨生物力学指标。 

结果  血清中，模型组与空白组相比，大鼠成骨标志物 ALP 及 OC 明显降低（（P<0.05），破骨标

志物 ACP 及 CTX-1 明显升高（P<0.05）。利拉鲁肽组与模型组相比，ALP、及 OC 明显升高

（（P<0.05），ACP 及 CTX-1 明显降低（P<0.05）。Micro-CT 显示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股骨和腰椎 BMD 均显著降低。其骨小梁数目减少，形态变细，连续性下降，排列不规则，间距增

宽，骨微结构参数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利拉鲁肽组与模型组相比，股骨和腰椎的 BMD 显著提高，

利拉鲁肽使大鼠骨小梁变粗变密，骨的连续性好，排列规则成网状结构，降低了骨小梁间距，提示

利拉鲁肽可显著增强骨微观结构。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大鼠骨生物力学指标最大载荷

（102.03±12.40 N  vs 167.24±28.25 N）及弹性模量（4262.5±830.86 MPa  vs  7295.1±835.95 

MPa）明显下降（P<0.05）。利拉鲁肽组与模型组相比较，最大载荷（139.41±1.16 N  vs 

102.03±12.40 N）及弹性模量（ 5789.5±470.60 MPa  vs  4262.5±830.86 MPa）明显上升

（P<0.05）。 

结论  利拉鲁肽能提高骨密度、改善骨组织微结构以及增强骨强度等多方面逆转糖皮质激素性骨质

疏松大鼠的造成的骨质疏松状态。保护机制可能与减少骨吸收以及促进骨形成有关。 

 
 

PU-0020 

以手足小关节疼痛、双侧肋骨骨折为首发表现的骨硬化症 1 例 

 
王宁,郑冬梅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概括骨硬化症研究进展，总结该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各类分型,指导临床及早诊断并加快治疗药

物的研发过程，降低患者致残率及死亡率，改善生活质量。 

方法  收治 1 例以手足小关节疼痛、双侧肋骨骨折为首发表现的骨硬化症，对其临床表现及相关检

查资料进行分析，并查阅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概括总结。 

结果  骨硬化症(osteopetrosis)，又称大理石骨病或 Albers-Schnberg 病，由德国放射学家 Albers-

Schnberg1904 年首次发现并命名，是一种罕见的、与遗传因素有关的骨发育障碍性疾病，往往有

家族史。其特点是临床表现多样，遗传机制复杂，一般认为是染色体变异的结果。疾病早期，骨质

增生致密仅见于局部，应注意与氟、铅、磷等化学元素的慢性中毒所引起的骨增生相鉴别。目前尚

未明确造成骨质硬化的具体机制，有研究指出可能与免疫疾病有关，由于免疫缺陷导致破骨细胞吸

收功能不良[1]。在骨骼形成骨过程中，因破骨细胞功能缺陷 ,软骨基质的钙化及未及时溶解吸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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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骨小梁,造成骨组织重建过程受阻, 骨质增生硬化,有机组织进一步减少,导致胶原纤维弹性消失 ,骨

质变得硬而脆。由于骨髓腔变窄并进一步消失 ,骨髓腔硬化引起贫血，逐步发展成为再障,继之髓外

造血功能代偿性增强 ,引起肝 、脾、淋巴结等出现继发性肿大。 

结论  目前该领域进展很快,发现了很多致病基因, 然而一些罕见的骨硬化症病例，其骨转换指标发

生了变化，致病基因和发病机制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本病治疗非常困难 ,暂时没有有效的治

疗。我们临床及早诊断非常关键,可以告知患者注意事项,同时开展产前基因检测,阻断该遗传病的遗

传链。此外,需要继续研究该疾病的发病机制,加快治疗药物的研发过程，降低患者致残率及死亡

率，改善生活质量。 

 
 

PU-0021 

静脉补钙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疗效和安全性 

 
叶盛开 

大连解放军第 210 医院 

 

目的  探讨静脉补钙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解放军第二一〇医院诊治的 919 例骨质疏松症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照患者意愿及实际情况分为对照组（252 例）、口服补钙组（216 例）和静脉补钙组

（224 例），联合补钙组（227 例），对照组为不接受任何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患者，口服补钙组为

口服钙剂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患者，静脉补钙组患者单纯应用静脉补钙的方式抗骨质疏松治疗，

联合补钙组的患者是采用口服补钙和静脉补钙交替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方案。补钙疗程均超过 2

年。对比 4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改变情况、疼痛改善情

况、功能改善情况、相关生化指标及骨质疏松指标的改变情况、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intima-

media thickness，IMT）的改变情况、骨折发病率、关节置换手术率、脱牙率、心脑血管病的发病

率、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的发病率、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感染率及其

它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纳入患者的基线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补钙治疗 2 年后，4 组间的肝肾功异常发病

率、胆结石及肾结石的发病率、冠心病、心衰及心血管钙化的发病率、高钙血症发病率、恶性肿瘤

的发病率及 IMT 无显著性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口服补钙组的腰椎 BMD、髋部 BMD

均明显升高（P＞0.05），碱性磷酸酶（ALP）、视觉模拟评分（VAS）、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ODI）、骨折发病率均显著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和口服补钙组相比，接

受静脉补钙治疗的 2 组患者的腰椎 BMD、髋部 BMD 均明显升高（P＜0.01），而 ALP、VAS、

ODI、骨折发病率、关节置换手术率、脱牙率、心律失常的发病率、LDH 的发病率、感染率及脑梗

塞发病率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1）；静脉补钙组与联合补钙组的上

述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长期口服钙剂或者静脉补钙均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有效方法，其中静脉补钙的疗效更好。静

脉补钙可以显著改善骨质疏松症患者生活质量，而且并未见到不良反应增加，值得推广使用。 

 
 

PU-0022 

妊娠哺乳相关性骨质疏松症两例 

 
李章芳,沈洁,李晨钟,张彤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报道两例临床上相对罕见的骨质疏松症，为临床上更好认识此类疾病提供一些客观证据（具

体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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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两例妊娠哺乳相关性骨质疏松症的病历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并查阅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具体详见附件）。 

结果  妊娠哺乳相关性骨质疏松症（Pregnancy and Lactation-associated Osteoporosis，PLO）在

妊娠晚期至产后 18 个月内，尤其是产后、哺乳早期发现的骨质疏松，同时排除其他继发因素引起

的骨质疏松，常伴有下位胸椎和上位腰椎多个椎体压缩性骨折，从而出现腰背痛，甚至行走困难、

身高变矮等表现。自 1955 年首次报道，目前报道病例约 300 余例，因妊娠期、哺乳期行 X 光片、

DXA 受限，常常被漏诊或误诊，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文献多为个案报道。根据文献报道，该

病在妊娠期骨量丢失主要累及髂骨，哺乳期主要累及脊柱骨，其余部位受累相对较轻，病程目前暂

不清楚，部分认为是短暂性的。目前认为 PLO 的发病考虑与多因素相关，如妊娠期乳房、胎盘分

泌 PTH 相关肽，妊娠晚期达高峰，与 PTH/PTHrP 受体结合后可刺激骨转换，产生类 PTH 的生物

学效应；孕晚期游离皮质醇水平升高，影响肠道钙、磷的吸收转运及骨钙化；孕晚期胎头入盆压迫

闭孔神经使局部营养障碍，造成骨质营养障碍；哺乳期低雌激素状态使骨细胞对 PTH 敏感性增

加；以及遗传因素，如低体重、骨松家族史等。该病的治疗包括补充钙剂、活性维生素 D、营养支

持等，使用双膦酸盐抗骨质疏松治疗是目前较多文献报道选择的药物，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单用锶盐

或联合双膦酸盐、活性维生素 D 联合维生素或 PTH，同时要注意让患者停止哺乳、卧床休息。 

结论  总体来讲，PLO 的预后大多良好，骨密度可得到部分恢复，血清、尿液中 β-CTX、骨钙素水

平可明显下降。 

 
 

PU-0023 

软骨发育不全一例报告 

 
李梦妮,曾之暄,何文涛,杨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从临床及基因水平上诊断一例软骨发育不全病例。 

方法  首先由病史和患者家族史对患者进行初步诊断，入院后进行生化常规检查。本例患者具有

ACH 的典型表现：（1）存在明显家族显性遗传背景，其父亲也有侏儒症，虽然经基因诊断后其父

并无突变，其为散发突变；（2）长骨较短，近关节处增粗，上臂和大腿尤其短，手指短小，X 片

考虑软骨发育不全；（3）额头突出；（4）滚动步态；（5）马鞍鼻；（6）生长激素、甲状腺功

能等常见可能影响生长发育的激素皆正常。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辅检结果，也可与造成身材矮小

的其他病因相鉴别。最终对该患者及其家系成员的 DNA 进行 PCR 扩增及基因测序，寻找突变位

点。 

结果  患者 FGFR3 相关基因第 1138 位核苷酸存在 G1138G>A 突变，其家系成员并无此突变。 

结论  该患者为散发的 FGFR3 基因突变相关的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 

 
 

PU-0024 

慢性炎症状态下骨髓脂肪沉积对骨代谢的影响 

 
高飞,马笑祎,王诗琦,袁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肥胖及慢性低度炎症状态下骨髓脂肪沉积，巨噬细胞极化状态改变与骨代谢的关系与机

制。 

方法  采用 SPF 级 C57BL/6J 小鼠，分别采用高脂喂养和低剂量脂多糖（LPS）建立慢性低度炎症

模型。（1）血常规检测白细胞数量及 ELISA 检测血清炎症因子 IL-6、TNF-α；（2）RT-PCR 观

察骨髓内 IL-1β， IL-6， TNF-α 表达；（3）HE 染色观察外周脂肪和骨髓脂肪；（4）胫骨行

micro-CT 检查，观察骨代谢情况；（5）成骨标志物碱性磷酸酶（ALP）染色和破骨细胞 trap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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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6）RT-PCR 检测骨髓内巨噬细胞表型标志物 CD16、CD86、CD206 的表达；石蜡切片免

疫荧光观察髓内巨噬细胞 F4/80、CD86、CD206 定位及表达；（7）原代骨髓巨噬细胞体外培

养，诱导 M1、M2 分化，检测颗粒蛋白前体（PGRN）、抑瘤素 M（OSM）表达。 

结果  （1）高脂组和 LPS 组小鼠白细胞显著增加，血清 ELISA 显示 IL-6、TNF-α 水平升高，髓腔

内炎症因子 IL-1β、IL-6、TNF-α 表达均增加，与全身炎症状态一致；（2）HE 染色显示高脂组和

LPS 组皮下和附睾脂肪均增加，前者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髓内脂肪沉积增加，与对照组相比，

有统计学差异；（3）microCT 示干骺端骨小梁明显减少，骨矿化密度（BMD）、相对骨体积

(BV/TV)下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骨小梁数目（Tb.N）和骨小梁厚度（Tb.Th）

减低，骨小梁分离度（Tb.Sp）增加，骨髓内 ALP 表达量减少，破骨细胞数量增加；（4）高脂和

LPS 组 M1 型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 CD16、CD86 基因表达均较对照组增高，差异有显著性，LPS 

组 M2 型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 CD206 基因表达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显著性；免疫荧光显示高脂

组和 LPS 组 F4/80 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M1 标志物 CD86 增加，M2 标志物 CD206 表达减

少；（5）体外诱导骨髓巨噬细胞向 M1 型转化，PGRN、OSM 表达均下降，后者与 M0 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肥胖和低剂量 LPS 长期刺激机体造成慢性低度炎症状态，髓腔内炎症水平升高，导致骨髓

脂肪沉积，骨量减少，巨噬细胞向 M1 型转变，巨噬细胞介导的炎症状态可能是骨髓脂肪对骨代谢

产生的影响的关键机制。 

 
 

PU-0025 

绝经后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 

骨密度、骨转换标志物与血管内皮功能关系研究 

 
葛晓琴,戴静,吴涵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绝经后女性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骨转换标志物（Bone turnover markers, BTMs）与血管内皮功能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7 年 09 月至 2018 年 5 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绝经后女性

T2DM 患者 58 例。全部受试者检测血液生化指标及双能 X 线吸收仪（the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测腰椎（L1、L2、L3、L4、总和）及髋部（股骨颈、大转子、股骨粗

隆、Ward’s 三角、总和）的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Endo-PAT2000 检测血管内皮功

能，获得反应性充血指数( Reactive hyperemia index，RHI)。根据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分为骨质疏

松组（Osteoporosis，OP）和非骨质疏松组（Non-osteoporosis，NOP）。 

结果   OP 组患者 RHI 与 NOP 组相比较低（1.42±0.56 vs 1.43±0.3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53）。骨形成指标:1 型原胶原 N-端肽（Type 1 procollagen N- peptide, P1NP）、骨吸收

指标：β 交联 1 型胶原 C-端肽（β-Crosslinked-type 1 collagen C- terminal peptide, β-CTX）及

BMD（股骨颈、全髋、L1-4）与 RHI 呈弱正相关趋势（P>0.05），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 HbA1C）与 RHI 呈负相关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绝经后女性 T2DM 患者并发骨质疏松症，需评估血管内皮功能，关注冠状动脉病变情况，及

早发现、诊治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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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6 

二甲双胍对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小鼠骨代谢 

及骨微结构的影响探索 

 
张丽侠,许莉军,李冲,王志芳,李珊,郑丽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糖尿病小鼠，探索二甲双胍对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小鼠骨代谢及骨结构的影响。 

方法  以 C57BL/6 雄性小鼠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A)、糖尿病组(B)、二甲双胍组(C)、胰岛素组

(D)。糖尿病组、二甲双胍组、胰岛素组腹腔注射 STZ-柠檬酸缓冲液，剂量为 150 mg/kg；造模成

功后每组分配 8 只；对照组给予同等容积的柠檬酸缓冲液腹腔注射。对照组、糖尿病组不给予药物

干预，二甲双胍组给予精蛋白锌胰岛素（优泌林 N）腹腔注射、二甲双胍 200mg/Kg/日溶于饮用水

中，胰岛素组给予精蛋白锌胰岛素（优泌林 N）腹腔注射控制血糖。每 2 周监测小鼠体重、尾静脉

血糖并记录，12 周后心脏取血处死小鼠。测定血清骨代谢指标 ALP,P1NP,OCN,β-CTX 及

HbA1c。小鼠处死后取一侧完整股骨标本用于 Micro-CT 测定骨骼微结构（GE eXplore Locus SP 

Micro-CT），包括骨小梁数目 (Tb.N)、小梁厚度 (TB.TH)、小梁间隙 (Tb.Sp)、小梁连接密度

(Conn.D)及结构模型指数(SMI)、骨体积分数(BV/Tv); 并进行三维重建。所有标本检测由同一操作

者完成 

结果  小鼠体重：基线、2 周时，各组小鼠间体重无显著差异，4、6、8、10、12 周时 B 组小鼠体

重低于 A、C、D 三组。HbA1c：12 周时 B 组小鼠 HbA1c 显著高于 A、C、D 三组，A 组显著低于

C 和 D 组。骨代谢指标：β-CTX 在 4 组间有显著差异，B 组显著高于另外 3 组，余骨代谢指标在

各组间无显著差异。骨骼微结构：小鼠骨小梁数目、小梁厚度、小梁间隙、骨体积分数在各组间存

在差异，且 C 和 D 组间骨小梁厚度（39.4±5.2um VS 33.5±4.5um P=0.046）、骨体积分数 BV/Tv

（0.209±0.036 VS 0.106±0.0.35，P=0.018）存在差异，而两组间 HbA1c、体重无显著差异。 

结论  二甲双胍可改善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小鼠的骨微结构，该作用独立于血糖控制及体重获益之

外。 

 
 

PU-0027 

新发糖代谢异常人群的骨代谢特点分析 

 
傅松波,汤旭磊,曹冲,刘靖芳,马丽华,孙蔚明,牛 滢,井高静,赵 楠,牛强龙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社区新发糖代谢异常人群的骨代谢特点。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中国甘肃省兰州市社区人群的糖代谢以及骨代谢进行横断面调

查，对人群的肥胖程度、血压、血脂、糖代谢、骨代谢进行检测。根据人群纳入和排除标准确定研

究人群。 

结果  （1）共纳入糖代谢异常人群 446 人，其中糖尿病人群 217 人、糖尿病前期人群 229 人

（IFG 人群 42 人、IGT 人群 187 人）和正常人群 253 人；（2）糖代谢异常人群的血钙和右跟骨密

度高于正常人群（P＜0.05）；（3）糖尿病人群的维生素 D 高于正常人群（P＜0.05）；（4）在

糖代谢异常人群中，骨质疏松患者的血磷较高（P＜0.05）；在糖尿病前期人群中，骨质疏松患者

的维生素 D 较低（P＜0.05）而收缩压较高（P＜0.05）；而在糖尿病人群中，骨质疏松人群的舒

张压、BMI 和腰围均较低（P＜0.05），而高密度脂蛋白较高（P＜0.05）。（5）在糖尿病异常人

群中，维生素 D 和腰围为骨密度的保护因素，年龄、血磷、HDL 和 TC 则为危险因素。 

结论  维生素 D 是糖代谢异常人群骨密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提高机体维生素 D 的摄入防止骨密度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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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8 

叶酸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降低同型半胱氨酸对成骨细胞的损伤 

 
甄东户,刘进进,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叶酸（FA）通过内质网应激（ERS）对同型半胱氨酸（Hcy）诱导的成骨细胞功能障碍

的保护作用机制。 

方法  ①将生长状态良好的细胞接种到 6 孔板，将细胞分为 NG 组（正常对照），H1 组（Hcy 10-

2mol/L）、H2 组（Hcy 10-3mol/L）、H3 组（hcy 10-4mol/L）、H4 组（Hcy 10-5mol/L），以上各

组细胞孵育 24h、48h、72h 后，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根据实验结果选择 Hcy 浓度为 10-

3mol/L 下一步实验。②实验分为：NG 组（正常对照）、H 组（Hcy 10-3mol/L）、H+F1 组

（Hcy+FA 10-4mol/L）、H+F2 组（Hcy+FA 10-5mol/L）、H+F3 组（Hcy+FA 10-6mol/L）、H+F4

组（Hcy +FA 10-7mol/L）, 各组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RT-PCR 检测各组凋亡相关基因 Bax、Bcl-

2mRMA 及 ERS 通路相关基因 GRP-78、 ATF-4、CHOPmRNA 的表达；WB 法检测各组成骨细胞

ERS 通路相关基因 GRP-78、 ATF-4 蛋白的表达。 

结果  ①与对照组相比，不同浓度的 Hcy 均可抑制 MC3T3-E1 细胞的增殖，其中以 H1 组效果最明

显（P<0.05），且呈时间依赖性，培养时间越长抑制作用越明显（P<0.05）；与对照组相比，不

同浓度的 Hcy 均可抑制 MC3T3-E1 细胞 Bcl-2mRNA 的表达（P<0.05），增加 Bax mRNA 的表达

（P<0.05）；与对照组相比，不同浓度的 Hcy 均可增加内质网相关因子 CHOP、GRP-78、ATF-4 

mRNA 及蛋白的表达（P<0.05）。②与 H 组相比，追加 FA 的 H+F1 组、H+F2 组、H+F3 组、

H+F4 组，MC3T3-E1 细胞增殖受 Hcy 的抑制作用减弱，且 FA 作用时间越长作用越明显，其中以

H+F1 组作用最明显（P<0.05）；与 H 组相比，追加 FA 后各组 MC3T3-E1 细胞 Bcl-2mRNA 表达

增强（P<0.05），Bax mRNA 表达减弱（P<0.05），其中以 H+F1 组作用最明显（P<0.05）；与

H 组相比，追加 FA 后各组 MC3T3-E1 细胞中内质网相关因子 CHOP、GRP-78、ATF-4 mRNA 及

蛋白的表达均减弱（P<0.05）。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FA 对 Hcy 诱导的成骨细胞损伤进行保护与抑制 ERS 有关，为 FA 在

防治骨质疏松症的研究中提供新的证据。 

 
 

PU-0029 

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维生素 D 水平与身体成分的相关性分析 

 
李冲,郑丽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妇女维生素 D 水平与身体成分的关系。 

方法   2017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50～70 岁绝经后女性 280 例,经

DXA（Hologic 骨密度仪）检测，80 例（65.3±4.6 岁）骨密度正常的绝经后妇女作为对照组，200

例（66.2±5.7 岁）骨质疏松的绝经后妇女作为观察组。利用 DXA（Hologic 骨密度仪）检测瘦肉组

织含量（ lean body mass，LBM）、脂肪组织含量（ fat mass ，FM）以及 FM/LBM ,同时应用测

定血清 25(OH)D、PTH 和钙磷水平，问卷调查日常补充的维生素 D 制剂。应用 SPSS17.0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 25(OH)D 水平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14.2±7.4ng/ml vs 16.1±8.8ng/ml, 

p＞0.05），78.3%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和 72.1%对照组的 25(OH)D 水平＜20ng/ml，26.7%绝经

后骨质疏松妇女和 16.5%对照组的 25(OH)D 水平＜10ng/ml，4.2%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和 15.7%

对照组的 25(OH)D 水平＞30ng/ml，28.6%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和 33.1%对照组日常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D 制剂组的 25(OH)D 水平明显高于未补充组（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21.8±3.7ng/ml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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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4ng/ml，对照组：23.5±10.1ng/ml vs 16.6±6.9ng/ml ），在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中，

25(OH)D 水平与 PTH（r=-0.421, P=0.021）和 FM(r=-0.354, P=0.001）呈负相关，与 LBM 呈正相

关(r=0.305, P=0.001）。 

结论  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缺乏维生素 D 可导致身体成分发生变化。25(OH)D 水平与肌肉组织呈正

相关，与脂肪组织呈负相关，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应及时补充维生素 D 或增加户外活动。 

 
 

PU-0030 

驻沈军队离退休中老年男性干部维生素 D 状况 

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关系的临床研究 

 
朱海伟,李玟,王蕊,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驻沈军队离退休中老年男性干部血浆 25-羟维生素 D3[25（OH）D3]水平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 25(OH)D3 缺乏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影响。 

方法  纳入驻沈军队离退休中老年男性干部 1034 例，收集基本资料：年龄、身高、体重、体质指

数；生化检测指标：25(OH)D3、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血红蛋

白、肌酐、血沉、血尿酸、促甲状腺激素、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抗甲状腺球蛋白

抗体、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超敏 C 反应蛋白。 

根据维生素 D 水平[1-3]
，分为维生素 D 缺乏组[25(OH)D3＜20ng/ml]，非维生素 D 缺乏组{维生素 D

不足[20ng/ml≤25(OH)D3＜30ng/ml]及维生素 D 正常组[25(OH)D3≥30ng/ml]}。 

根据血清 TG-Ab 和(或)TPO-Ab 阳性,并结合超声特征[甲状腺弥漫性实质低回声和（或）不均匀回

声]诊断 AITD[4-5]，分析 AITD 在各组间的发病率及与维生素 D 水平的关系，研究维生素 D 水平与

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抗体的相关性，结合临床资料探讨影响 AITD 发病的相关因素。 

结果  （1）维生素 D 缺乏者占 65.09%、维生素 D 不足者占 26.40%、维生素 D 正常者占 8.51%。

AITD 占 14.80%，维生素 D 缺乏组患病率为 15.9%，维生素 D 非缺乏组患病率为 12.7%，两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7）。 

（2）在 AITD 中，维生素 D 表达水平与 TPO-Ab 呈负相关（r = -0.272，p = 0.001），而与

TSH、FT3、FT4、TG-Ab 无明显相关性（P＞0.05）。通过分析临床资料，发现维生素 D 缺乏组

与非缺乏组相比， TSH、FT3、FT4、TG-Ab、TPO-Ab 表达水平无统计学差异。 

（3）在 AITD 中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25-羟维生素 D3（OR=0.957，P=0.001）是 AITD 的独立

保 护 性 因 素 ； 年 龄 （ OR=1.016 ， P=0.027 ） 、 血 沉 （ OR=1.030 ， P=0.001 ） 、 TSH

（OR=1.253，P=0.000）是 AITD 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驻沈军队离退休中老年男性干部存在维生素 D 不足和缺乏的现象较为普遍。 

（2）驻沈军队离退休中老年男性干部中 AITD 患病高。适当补充维生素 D 可能改善自身免疫状

态，起到防治 AITD 的积极作用。 

 
 

PU-0031 

老年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骨密度临床特点及分析 

 
张小英,张绍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目的  通过我科住院的 149 名老年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骨密度测定及生化指标检测，分析患者

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及骨密度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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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149 例在我科住院的老年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记录患者年龄、糖尿病的病程、绝经年

龄、绝经年限、体重指数，检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空腹 C 肽、血钙、磷、镁，甘油三

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碱性磷酸酶、肝功、肾功，餐后 2h

血糖、餐后 2hC 肽；双能 X 线行骨密度测定。 根据骨密度分组， 以平均 BMD 值低于峰 BMD2.0 

SD 为骨质疏松组，其余为非骨质疏松组。 

结果  并发骨质疏松者 67 例，构成比为 44.97%。 老年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骨密度受年龄、病

程、体重指数、绝经年限因素的影响，骨质疏松组年龄、病程、绝经年限大于非骨质疏松组；体重

指数小 于非骨质疏松组。 

2、两组之间年龄、病程、 体重指数、绝经年限、甘油三酯、碱性磷酸酶（AKP）具有统计学意

义，余无统计学意义。 

3、两组之间骨密度值有非常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1、老年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骨密度受年龄、病程、体重指数、绝经年限、碱性磷酸酶的影

响，与绝经年龄、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空腹 c 肽、餐后 2 h C 肽、糖化血红蛋白、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无明显关联； 

2、老年女性 2 型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具有以下特点：年龄、病程、绝经年限、甘油三酯较高，体

重指数、碱性磷酸酶较低 

 
 

PU-0032 

武汉某社区 IOF 骨质疏松症风险问卷调查对骨折风险的预测价值 

 
陈丹,吴朝虹 

湖北省新华医院 

 

目的  评估 IOF 骨质疏松症风险问卷调查对骨折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武汉某社区人群 359 人，记录所有受试者年龄、体重、既往骨折史、父母髋部骨折、服

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3 月以上、身高下降 3cm 、大量饮酒史、吸烟超过 20 支 、腹泻史、45 岁之前

绝经、闭经史、阳萎或者缺乏性欲情况。应用年龄、体重与风险级别量表计算出受试者骨质疏松风

险概率。按年龄将受试者分为每十岁一组，如 50-59 组、60-69 组和 70-79 组，比较其风险因子数

目，计算出最显著风险因子。 

结果  人群中高风险 17 例，中风险 102 例，低风险 240 例，三组资料之间平均风险因子数目两两

比较，P 值均＜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组和高风险比较 P 值 0.023，P 值＜0.0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风险组别中最显著风险因子均为身高下降 3cm。 

结论  父母髋部骨折、腹泻史、尤其是身高下降 3cm，相比其他因素而言，是更有意义的骨质疏松

的风险预测因子。 

 
 

PU-0033 

过氧化氢对成骨细胞自噬流的影响及白藜芦醇的干预作用 

 
尹鸿涛,汤旭磊,韩婕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观察过氧化氢（H2O2）对小鼠成骨前体细胞系 MC3T3-E1 细胞氧化损伤过程中自噬流的变

化，及白藜芦醇(Res)对 H2O2 致成骨细胞氧化损伤的干预作用，探讨 Res 对氧化损伤成骨细胞的

抗氧化保护作用及自噬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1. 将小鼠成骨前体细胞系 MC3T3-E1 细胞置于饱和湿度、5%CO2、37℃恒温的培养箱内培

养；2.筛选 H2O2 适宜损伤浓度及损伤时间，构建成骨细胞氧化损伤模型，然后筛选 Res 适宜干预

浓度。再加入自噬诱导剂雷帕霉素（Rap）及抑制剂 6-氨基-3-甲基嘌呤(3-MA)干预成骨细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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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3. 实验分组：对照组、H2O2 组、Rap 组、Rap+ H2O2 组、Res 组、Res+ H2O2 组、Res+3-

MA 组、Res+H2O2+3-MA 组及 H2O2+3-MA 组；4.检测细胞凋亡率及活性氧（ROS）水平；5.检测

细胞培养液 MDA、SOD 及 T-AOC 水平；6.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标志蛋白 LC3-II、LC3-I、

Beclin-1、P62 及凋亡蛋白 Caspase3、cleaved- Caspase3 的表达。 

结果  实验结果示：与对照组比较，Rap 组、Res 组及 H2O2 组 LC3-II/LC3-I 比值及 Beclin-1 表达

增加（P<0.05），P62 表达减少（P<0.05），与 H2O2 组比较，H2O2+Res 组及 H2O2+Rap 组

LC3-II/LC3-I 比值及 Beclin-1 表达进一步增加，P62 表达进一步减少（P<0.05）。而 3-MA 可明显

抑制 Res 的这种作用。与 H2O2 组比较，H2O2+Res 及 H2O2+Rap 组成骨细胞凋亡率、凋亡蛋白

cleaved-Caspase3/ Caspase3 比值、ROS 及 MDA 含量降低（P<0.05），T-AOC 及 SOD 活性升

高（P<0.05），而 3-MA 可部分阻断 Res 对 H2O2 致成骨细胞氧化损伤的干预作用（P<0.05）。 

结论  H2O2促进成骨细胞氧化损伤的同时可引起自噬水平增加，Res 对氧化损伤的成骨细胞具有抗

氧化保护作用并可诱导自噬，而 3-MA 可部分阻断 Res 的这种作用，提示 Res 可能通过诱导成骨

细胞自噬降低氧化应激水平抑制 H2O2对成骨细胞氧化损伤的影响，保护成骨细胞存活。 

 
 

PU-0034 

临床基因诊断迟发性脊椎骨骺发育不良（SEDT） 

及 SEDL 基因突变研究 

 
孔磊 1,2,3,徐进 1,2,3,管庆波 1,2,3,李珊珊 4,章振林 4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省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医学中心 

3.山东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内分泌代谢研究所 

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质疏松和骨病科 

 

目的  迟发性脊柱骨骺发育不良（英文全称，SEDT）是一种迟发性以脊柱和骨骺畸形为特征的罕

见遗传性骨病，遗传方式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以及 X 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

本文通过对一个 SEDT 家系的临床资料分析，应用基因测序技术对该疾病进行鉴定诊断并探讨机

制； 

方法  提取一个 4 代 3 患者家系中五名成员的基因组 DNA，应用 PCR 和 DNA 测序进行 SEDL 基

因突变的分析； 

结果  DNA 测序结果证明，家系两名患者均为 SEDL 基因 6 号外显子上游 1bp 发生碱基错义突变，

一名女性携带者为杂合突变，家系其他成员未见突变。此 SEDT 家系致病原因为 SEDL 基因上 6

号外显子上的 G/C 错义突变所致，该突变为首次发现。 

结论  SEDT 的传统诊断方法主要依靠于患者发病后典型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改变，但由于患者多

在儿童后期发病，表型改变并不特异，全身性生化代谢也无明显异常，因此在发现 SEDL 基因之

前，无法早期明确诊断，同时易与粘多糖病等疾病相混。基因诊断可以确诊疾病，发现尚无显性症

状的患者，是预防和控制 SEDT 最为有效的方法。本研究发现一个新的 SEDL 突变类型，为 6 号

外显子上游 1bp 处发生鸟嘌呤变为胞嘧啶的错义突变，导致可能的剪切位点突变

(NM_001128835.2)，是该家系致病 SEDL 基因的分子遗传原因。全面了解 SEDL 基因突变的类型

及机制，可能有助于寻找有效的基因治疗方法，从而缓解 SEDL 患者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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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5 

健康女性血清 lipocalin2 与骨转换指标及骨密度的相关关系研究 

 
刘冬梅,赵红燕,赵琳,张旻佳,刘婷婷,陶蓓,孙立昊,刘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报道脂质运载蛋白 2 (Lipocalin 2, LCN2)具有感知机械负荷，进而参与骨转换、影

响骨密度的作用，而其在健康人群中的作用并不是很清楚，我们拟探讨健康女性血清 LCN2 水平与

骨吸收指标 I 型胶原 C 末端肽(CTx)、骨形成指标骨钙素以及腰椎及股骨颈骨密度的相关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2007-2008 年间在瑞金医院收集的 1012 名健康女性受试者，均为汉族。采用

双能 X 线测量腰椎及股骨颈骨密度，ELSIA 检测血清 LCN2 水平，同时测量血清 CTx、骨钙素及

肌酐水平。 

结果  在 Spearman’s 相关分析中，血清 LCN2 与腰椎及股骨颈骨密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腰椎

r=−0.08, P=0.010; 股骨颈 r=−0.14, P<0.001)，而与 CTx (r =0.11, P<0.001)、骨钙素(r=0.06, 

P=0.047)、年龄(r=0.21, P<0.001)及肌酐(r=0.24, P<0.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矫正年龄及肌

酐后，LCN2 与腰椎及股骨颈骨密度以及骨钙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消失；但 LCN2 与 CTx 仍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r=0.08, P=0.010)。将受试者按是否患有骨质疏松性骨折进行分组后，血清 LCN2 水平在

两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别(骨质疏松性骨折组受试者血清 LCN2：43.63 (35.29, 53.66) ng/ml，非骨质

疏松性骨折组受试者血清 LCN2：42.25 (34.43, 51.46) ng/ml，P=0.111)。我们进一步将受试者按

其血清 LCN2 四分位水平分为四组，ANOVA 分析显示随着血清 LCN2 从最低的第一分位升至最高

的第四分位，血清 CTx 水平逐渐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并且这种增高趋势不受年

龄及血清肌酐水平的影响(P=0.040)。为进一步探讨血清 LCN2 水平与 CTx 的关系，我们进行了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CN2 水平是决定血清 CTx 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标准 b=0.061, 

P=0.005)。 

结论  在健康女性中，血清 LCN2 水平与骨密度及骨形成指标骨钙素的相关关系受年龄及肌酐影

响；虽然 LCN2 与 CTx 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较弱，这种弱的相关关系可能并不存在实际意

义。 

 
 

PU-0036 

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OPG／RANKL 

与骨密度变化的相关性 

 
王洪莎,郭蔚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OPG、RANKL 的水平，观察在不同骨量情况下 OPG、

RANKL 细胞因子变化情况，为明确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发生的关键病理机制及合理的用药提供理

论依据。 

方法  搜集我院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80 例，所有患者接受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查，根据双侧股骨颈

及腰椎 1-4 的骨密度检测 T 值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 A 组糖尿病骨量正常组（n=30）、B 组糖尿病

骨量减少组（n=30）、C 组糖尿病骨质疏松组（n=20）,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方法检测空腹状态下的

血浆 0PG 和 RANKL 的水平。 

结果  (1)OPG 水平在 A 组、B 组、C 组中依次降低，A 组与 C 组间 0PG 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21），B 与其他两组间 OPG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ANKL 水平在三组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OPG/RANKL 比值在 A 组、B 组、C 组中依次降低中依次降低，该比值在三组间

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3），两两比较后，该比值在 A 组与 B 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45）,该比值在 A 组与 C 组间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6），该比值在 B 组与 C 组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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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 (2)将 OPG、RANKL、OPG/RANKL 比值分别与双股骨颈骨密度平均值

（g/cm^2）和腰椎 1-4 平均值（g/cm^2）作简单线性相关分析(双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OPG 与双股骨颈骨密度平均值（g/cm^2）呈正相关（r=0.303,P=0.007）,与腰椎 1-4 平均值

（g/cm^2）无明显相关性（r=0.189,P=0.10）；RANKL 与股骨颈及腰椎骨密度无明显相关性；

OPG/RANKL 比值与双股骨颈骨密度平均值（g/cm^2）呈正相关（r=0.242,P=0.034）,与腰椎 1-4

平均值（g/cm^2）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1) OPG、OPG／RANKL 比值可反应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骨量的变化，随着 OPG、

OPG/RANKL 比值的降低，骨量降低，而 RANKL 对骨量的变化无明显作用。(2)成骨细胞功能减退

分泌 OPG 减少使破骨细胞骨吸收能力相对增强是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的关键因素，

促进成骨细胞功能的药物以及 OPG 替代治疗应是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症的有效治疗

方法。 

 
 

PU-0037 

一例组织非特异性碱性磷酸酶基因突变所致低磷酸酶症的研究 

 
孙立昊,王晓峰,刘建民,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对 1 例低磷酸酶血症（HPP）患者进行临床生化及影像学检查分析和基因突变检测，并进一

步进行家系分析，探讨 HPP 的致病机制。 

方法  对先证者进行生化指标（血常规、肝肾功能、碱性磷酸酶、甲状旁腺激素、钙磷等电解质、

骨转换指标等）、骨密度、骨骼影像学的检测。在临床上诊断考虑低磷酸酶症后进一步对研究对象

进行 alkaline phosphatase，liver/bone/kidney（ALPL）基因全部 12 个外显子和外显子内含子交接

区直接测序。并再进行家系调查分析。 

结果  先证者为 38 岁女性。近 10 余年反复多次下肢应力性骨折，反复存在肩关节、膝关节疼痛情

况。近 10 年共拔除 4 颗龋齿。外院予以降钙素、双膦酸盐治疗效果不佳。身高 164cm，体重

47.5kg，BMI17.66kg/m2。生化检测钙磷代谢、骨转换指标正常，内分泌各轴线激素正常范围，碱

性磷酸酶检测数值降低，为 27 IU/L（正常范围 38-126IU/L）。回顾病史多次院外检测均低。骨密

度提示腰椎部位骨量减少，股骨颈部位骨质疏松。全身 X 线摄片提示各部位均存在骨质疏松情况。

进一步 ALPL 基因测序发现 7 号外显子存在杂合突变（T＞C），致 ALPL 成熟多肽中氨基酸序列改

变（Y263H）。同时发现邻近 9 号外显子 5‘端上游 7 个碱基处存在内含子区杂合突（C＞T），可

能与蛋白的剪切相关。再进一步进行家系调查，先证者家系中三代之前存在近亲婚配史。 

结论  此次发现的 ALPL 基因 7 号外显子的杂合突变以往有中外文献报道，但即使相同基因型，表

型差异巨大。而且随着低磷酸酶症发病年龄的增长，遗传类型多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邻近 9 号外

显子区的内含子突变为首次报道。 

 
 

PU-0038 

Liraglutide 可改善快速老化骨质疏松模型 

SAMP6 小鼠的骨代谢 

 
冯颖瑜 1,卫国红 2,苏磊 2,修玲玲 2,李延兵 2 

1.江门市中心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新近研究发现，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及其类似物对骨代谢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

Meta 分析显示 GLP-1 类似物 liraglutide 可降低糖尿病人群骨折的发生率。但有关 GLP-1 对老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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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liraglutide 对快速老化骨质疏松模型 SAMP6

小鼠骨代谢的影响。 

方法  30 只 SAMP6 小鼠和 15 只 SAMR1 小鼠随机等分为对照组、小剂量药物组和大剂量药物组

（SAMP6：每组 10 只；SAMR1：每组 5 只；均为 3 月龄、雄性）。同品系中各组于实验前经比

较体重、空腹血糖均无统计学差异。小剂量药物组给予 liraglutide 30 ug∕kg，大剂量药物组给予

liraglutide 300 ug∕kg，对照组给予等体积无菌生理盐水，均为腹腔注射，每天一次。给药期间每周

测定小鼠空腹血糖和体重。给药结束后，采集血清测定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和血脂。采集骨组织标

本，进行 μ-CT 扫描测定骨密度（BMD）、骨组织微结构参数；应用骨生物力学仪测定骨生物力学

指标；以及应用荧光定量 PCR 测定骨组织相关代谢标志物和调节因子。 

结果  1.与同月龄正常老化的 SAMR1 小鼠相比，快速老化模型 SAMP6 小鼠股骨和腰椎 BMD 降

低、骨组织微结构退化、骨强度下降、骨形成标志物下降、骨吸收标志物增加（p < 0.05）。 

2.大小剂量 liraglutide 均提高 SAMP6 小鼠股骨和腰椎 BMD（p < 0.01），改善骨组织微结构，增

加股骨和腰椎的最大载荷、股骨结构硬度（p < 0.05）。Liraglutide 降低骨组织骨吸收标志物抗酒

石酸酸性磷酸酶（TrACP）的水平（p < 0.05），提高骨形成标志物碱性磷酸酶（ALP）、I 型胶原

（Col-1）、骨钙素（OC），以及成骨相关因子骨形成蛋白 2（BMP-2）与分化转录调节因子

Runx2 的 mRNA 表达水平（p < 0.05）。此外，liraglutide 可降低 SAMP6 小鼠的 IL-6 mRNA 水平

（p < 0.05）,并提高于保护性炎症因子 IL-10 的 mRNA 表达量（p < 0.05）。 

结论  GLP-1 类似物 liraglutide 能通过提高骨密度、改善骨组织微结构以及增强骨强度等多方面来

改善快速老化骨质疏松模型 SAMP6 小鼠的骨代谢状态，对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具有保护性的作用。 

 
 

PU-0039 

POEMS 综合征还是 Csatleman 病？ 

 
吴娟娟,王玉环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一例 POEMS 综合征患者，探讨临床 POEMS 综合征、Castleman 病以及 POEMS 变异

的 Castleman 病的诊断标准及鉴别诊断 

方法  56 岁女性，5 年前出现进行性双下肢麻木伴活动困难，按“格雷巴利综合征”予以甲强龙冲击

治疗后症状有所缓解，遗留双下肢活动困难，以后皮肤色素逐渐加深。4 月前出现进行性腹胀，间

断双下肢肿胀，伴有消瘦、乏力，当地查“肝脾肿大、腹水、肺动脉高压”，查体：皮肤色素沉着，

可见白甲 ，轻度杵状指，皮肤血管瘤样皮疹 ，腹壁、下肢水肿 ，全身多处可触及肿大淋巴结，左

下肺呼吸音减低 ，心界扩大，心包积液，肝脾大，移动性浊音、液波震颤阳性 ，双下肢肌力 V- ，

余无特殊 

结果  TSH 轻度升高,PRL 轻度升高，ACTH 升高，皮质醇正常 ，血总钙减低而 PTH 正常，血尿免

疫球蛋白检测及蛋白电泳为多巨球蛋白血症，未见 M 蛋白，骨髓穿刺提示增生性骨髓，浆细胞易

见；CT 示肝脾肿大、胸、腹腔积液，多个胸椎椎体硬化性改变灶；肌电图示四肢不同程度神经病

损，下肢重于上肢，运动重于感觉；腋窝淋巴结活检提示透明血管病性 Castleman 病，血管瘤病

理示符合肾小球样血管瘤改变；未检测 VEGF 水平。给予强的松、沙利度胺口服以及其他对症治疗

1 月后，下肢行走明显改善，腹胀、乏力消失，超声提示肝脾均较前缩小，腹水微量 

结论  POEMS 为一种累及多系统的罕见综合征。本患者具备多神经病、Castleman 病、硬化性骨

病、皮肤色素加深、白甲、血管瘤、内分泌受累、多器官肿大、血管外容量负荷增加，但不具备必

要标准之 M 蛋白，而表现为多巨球蛋白血症，需要与 Castleman 病、POMES 变异的 Castleman

病相鉴别，而后者可以表现为多克隆巨球蛋白血症及其他 POMES 综合征的改变，但此种变异的

Castleman 不应出现骨硬化症表现，因此，据典型 POMES 临床表现、硬化性骨病、透明血管病性

Castleman 病三者共存而最终诊断为 POEMS 综合征，相关治疗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提示多克隆

球蛋白血症、单克隆球蛋白血症可能是 POMES 综合征不同时期浆细胞增殖的表现，临床上在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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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 POEMS 综合征的特征下，不能轻易根据是否有单克隆球蛋白血症而否定 POEMS 的诊断，而

此类与浆细胞异常增殖/高 VEGF 血症的系列临床综合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内在联系 

 
 

PU-0040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或为老年女性骨密度保护因素 

 
潘凌,陈琳,陈瑾瑜,游利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多种神经营养因子 BDNF、NT-3、NT-4 等与老年女性骨密度、骨骼肌含量的相关性分

析，初步探讨各神经营养因子对骨的可能作用。 

方法  以 40 名 65 岁以上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 ELISA 检测血清神经营养因子水平，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DXA）测定腰椎及全髋各部位骨密度、相对四肢骨骼肌指数(RASM)。 

结果  1. 髋关节各部位骨密度均与 BDNF 显著正相关，股骨颈骨密度（r=0.494，p=0.001）、大转

子骨密度（r=0.453，p=0.003）、全髋骨密度（r=0.415，p=0.008）；髋关节各部位骨密度与 NT-

3、NT-4 均无显著相关。2.髋关节各部位骨密度与骨骼肌含量各参数均显著正相关，股骨颈骨密度

与 LM（r=0.418，p=0.007）、ASM（r=0.386，p=0.014）、RASM（r=0.349，p=0.027）均显著

正相关，大转子骨密度与 LM（ r=0.403，p=0.010）、ASM（ r=0.385，p=0.014）、RASM

（ r=0.356， p=0.024 ）均显著正相关，全髋骨密度与 LM（ r=0.452， p=0.003 ）、 ASM

（r=0.430，p=0.006）、RASM（r=0.414，p=0.008）均显著正相关。3.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BDNF（β=0.028，SE=0.000，t=2.831，P=0.008）是影响骨密度的独立因素。 

结论  BDNF 是老年女性骨密度的独立保护因素。 

 
 

PU-004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基因多态性与绝经后骨质疏松相关性研究 

 
田利民,王玉,郭茜,牛慧琴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受体 (IGF-IR)基因 rs2229765 多态性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 受体 

(IGF-IIR)基因 rs629849 多态性与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中国甘肃地区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 218 例（年龄 45～73 岁）为病

例组，与之年龄相匹配的健康绝经后女性 270 例为对照组；使用双能 X 线吸收骨密度仪检测受试

者腰椎、股骨颈骨密度（BMD）；采集外周静脉血，检测血清骨钙素（OC）、骨源性碱性磷酸酶

（BALP）、I 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特殊序列（β-CTX）、钙（Ca）、磷（P）、25 羟维生素 D（25-

(OH) D）、 IGF-I、 IGF-II 水平；应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法（PCR-

RFLP）检测 IGF-IR rs2229765 及 IGF-IIR rs629849 多态性位点。 

结果  两组在年龄、绝经时间、身高、体重、BMI 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绝经后骨质疏松

患者腰椎、股骨颈 BMD （P＜0.01）显著低于对照组，OC、BALP 及 β-CTX 水平显著高于骨量正

常组（P＜0.01）；绝经后骨质疏松组血清 25-(OH) D、IGF-1 及 IGF-2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IGF-IR rs2229765 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在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病例组中基因型

AA（29% vs.17%，X2=12.057，P =0.001）以及等位基因 A（51% vs.40%，X2=12.61，

P=0.000）的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 rs2229765 位点 GG 基因

型对比，AA 基因型及 GA+AA 基因型妇女患骨质疏松风险显著增加（P＜0.01）。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病例组中 IGF-IR rs2229765 AA 基因型患者股骨颈 BMD 显著低于 GA 及 GG 基因型患者

（P＜0.05）；AA 基因型及 GA 基因患者血清 IGF-I 显著低于 GG 基因型患者（P＜0.05）。I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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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R rs629849 多态性 AA 基因型（1% vs.1%，P=1.00）及 A 等位基因（12% vs.10%，P=0.379）

分布频率在两组间无差异。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 IGF-IR 基因 rs2229765 多态性可能增加甘肃地区绝经后女性患骨质疏松症风

险并且改变血清 IGF-I 水平。血清低水平 IGF-I 及 IGF-II 可能与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相关联。 

 
 

PU-0042 

恩替卡韦所致低磷性骨软化症病例 1 例 

 
吴丽莉 1,罗带娣 2,卜石 1,蔡晓频 1,张雪莲 1 

1.中日医院 

2.湖南省邵东县人民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恩替卡韦所导致的低磷骨软化症患者，通过回顾该病例病史资料及随访过程，提高

临床医师对低磷骨软化的病因诊疗水平。 

方法  收集本科室收治的低磷骨软化患者的病史、生化检查以及影像学资料，分析其低磷血症的病

因，通过长期随访，最终明确了低磷血症病因。 

结果  该患者是 56 岁男性，以“全身骨关节疼痛 8 个月”入院，6 个月前因疼痛行核磁共

振检查发现双侧股骨头缺血坏死，1 周前行骨扫描检查发现全身骨代谢增加。既往有慢

性乙型肝炎，口服恩替卡韦 0.5mg qd 治疗 8 年。长期鼻衄以及缺铁性贫血，规律静脉

补充蔗糖铁治疗 1 年半，约每周两次。体格检查发现结膜、口唇粘膜、甲床及手掌均

有针尖样或蜘蛛丝样毛细血管扩张，全身多处骨头压痛。入院后化验血电解质提示低

磷血症，最低 0.32mmol/L，血钙基本正常，血钾及血镁正常，血氯偏高，113-

115mmol/L。尿电解质提示尿磷增多，尿钙正常。骨密度正常。骨代谢指标提示骨源

性碱性磷酸酶 56.82ug/l↑，人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CP) 1.6 U / L↓，β-CTX 、

P1NP 及 iPTH 正常。25 羟基维生素 D 30.6nmol/L↓。尿常规检查尿糖阴性，血气分

析、肾小管功能以及自身免疫指标检查均正常。血清及尿 kappa、lamda 链检查正

常。奥曲肽显像无异常。患者多处粘膜毛细血管扩张症，行基因检测提示 ENG 基因杂

合突变，符合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1 型。入院后停用恩替卡韦，改为替比夫定

600mg qd，给予中性磷溶液口服以及骨化三醇、钙尔奇 D 治疗，症状可好转。为明确

低磷血症病因，停止输注铁剂，改为规律口服铁剂，并停用中性磷，1 月后查血磷

0.40mmol/L，2 月后查血磷 0.36mmolo/L，6 个月后复查血磷 0.95mmol/L，再次输注

铁剂后未再出现低磷血症。 

结论  低磷骨软化症在临床中仍属于少见疾病，重点是明确病因进行治疗。抗乙肝病毒药物可能影

响肾小管功能干扰钙磷代谢，但恩替卡韦极少有类似报道。静脉输注铁剂可通过增加 FGF23 水平

引起低磷血症。该患者停用恩替卡韦半年后血磷恢复正常，再次输注铁剂治疗未引起低磷血症，因

此考虑恩替卡韦导致低磷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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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3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肌少症的临床特点分析 

 
崔梦钊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北方 2 型糖尿病患者肌少症的临床特点，以期为临床工作中对肌少症的防治提供一定的

数据支持。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最

终共纳入 132 例研究对象。根据 AWGS 标准，行 DXA 检测肌量，并且测量手握力及步速，由此诊

断肌少症。将研究对象分为肌少症组和非肌少症组，分析两组临床特点的差异。应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132 例受试者。肌少症组共 38 例，占 28.8%，中位年龄为 73.5 岁，非

肌少症组共 94 例，占 71.2%，中位年龄为 68 岁。（2）肌少症组年龄高于非肌少症组（P＜

0.05），肌少症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0.001）。（3）肌少症组

BMI 低于非肌少症组，随着 BMI 等级增加，肌少症患病率下降，趋势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4）不同糖尿病病程肌少症患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20 年以上组与

10 年及以下组、10-20 年组相比，肌少症患病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肌少

症组 0 分胰岛素、HOMA-IR 均比非肌少症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肌少症组

打鼾、血尿酸、甘油三酯、全身骨密度 T 值均低于非肌少症组，肌少症组 FT4 高于非肌少症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75 岁以上（OR：6.626, 

95%CI：1.069-41.069）、躯干脂肪量（OR：1.600, 95%CI：1.046-2.466）是肌少症患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BMI（OR：0.052, 95%CI：0.007-0.369）、运动（OR：0.053, 95%CI：0.007-

0.369）、女性（OR：0.000, 95%CI：0.000-0.037）、躯干肌肉量（OR：0.422, 95%CI：0.263-

0.679）是肌少症患病的保护因素。 

结论  （1）年龄 75 岁以上，躯干脂肪量增加使 2 型糖尿病肌少症患病风险增加；规律运动、女性

能降低肌少症的患病；BMI 高与肌少症患病相关。 

（2）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病程长、小腿围降低、内源性胰岛素分泌减少、甘油三酯降低、血尿

酸降低、FT4 升高、全身骨密度 T 值降低，均可能与肌少症患病相关。 

 
 

PU-0044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中维生素 D 水平与肌力、平衡能力的关系 

 
魏祺,雷嫚嫚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中维生素 D 水平与肌力、平衡能力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病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共 92 名

（其中男性 58 名，女性 34 名），平均年龄（64.4±3.18）岁，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其基本情况，测

定其血清 25-(OH)D 水平，并进行肌力及平衡能力测试，包括简易躯体能力测试（ short 

physicalperformance battery,SPPB)及计时起走测试（timed up and go,TUG）以及握力，检测骨

密度、糖化血红蛋白（ Hemoglobin A1C,HbA1C ）、血钙 (Ca) 、血磷 (P) 、甲状旁腺素

（parathyriod hormone,PTH）、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Ⅰ型胶原 C 端肽(CTX)。评估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并探讨维生素 D 水平及骨密度、骨代谢指标与老年人肌

力、平衡能力的关系。 

结果  研究对象血清 25-(OH)D 水平低 50nmol/L 者占 60.32%，且血清 25-(OH)D 水平与年龄呈负

相关（ P＜0.05）。年龄与肌力、SPPB 得分、TUG 时间呈负相关（P＜0.01）。血清 25-(O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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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简易躯体能力测试得分呈负相关（P＜0.05）。 血清 25-(OH)D 水平与 TUG 时间呈负相关

（P＜0.05）。血清 25-(OH)D 水平与肌力呈负相关（P＜0.05）。骨密度及糖化血红蛋白、血钙、

血磷、甲状旁腺素、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Ⅰ型胶原 C 端肽(CTX)与老年人肌力、SPPB

得分、TUG 时间无明显相关性（ 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普遍存在血清维生素 D 水平较低的现象，维生素 D 不足或者缺乏者高

达 60.32%，且与年龄呈负相关。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肌力、平衡能力与年龄呈负相关，血清 25-

(OH)D 水平与肌力、平衡能力呈负相关。 

 
 

PU-0045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 

 
雷嫚嫚,魏祺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探究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 

方法  （一）筛选 2017.6-2017.12 就诊于我院内分泌科中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排除标准：长期大

量服用糖皮质激素、甲旁亢、风湿类疾病、甲亢、性腺功能减退、胃肠道手术等引起继发性骨质疏

松因素。（二）符合标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82 例，收集指标：身高、体重、年龄、性别、血压、

糖尿病病程、吸烟、饮酒量等；25-(OH)D、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肌酐、尿酸、胆固醇、甘

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 BMI）。以骨密

度为自变量，具体分析与骨质疏松相关的因素。（三）所有入选患者均采用双能 X 线吸收法测定腰

椎的骨密度，同时对所有患者进行眼底摄片，由眼科医生评价确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四）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对所有患者分组，包括骨质疏松组、骨量减少组、骨量

正常组。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i±S 表示，两均数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临床一般资料与骨质疏松相关的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根据 WHO 诊断标准，本组病例中骨质疏松患者达到 21.9％，骨量减少者达 29.3%，骨量正

常组达 48.8%。各组间比较，骨质疏松组的年龄显著大于骨量减少组和骨量正常组。骨质疏松组和

骨量减少组的病程、饮酒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数高于骨量正常组，骨质疏松组的 BMI、25-

(OH)D 低于骨量正常组。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2 型耱尿病患者的性别、年龄、饮酒量、糖尿病病

程与骨质疏松呈正相关(P<0.01)，BMI、25-(OH)D 和高密度脂蛋白与骨质疏松呈负相关(P<0.05)。 

结论  2 型耱尿病患者的性别、年龄、饮酒量、糖尿病病程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可能影响到骨密度水平。文献报道 2 型糖尿病中糖化血红蛋白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而

本研究中，我们并未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关性，可能与我们的纳入患者量过少所致，我们需要扩大样

本量进一步探讨两者的关系。 

 
 

PU-0046 

GDF11 抑制老龄鼠骨形成的实验研究 

 
朱彪,向光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研究表明生长分化因子 11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 GDF11 是一种能抵抗衰老的细胞

因子，而 GDF11 能否使骨组织“返老还童”尚不清楚。本文旨在探讨 GDF11 对老龄鼠骨代谢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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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0 只 18 月龄 C57BL /6J 小鼠随机分为实验组( GDF11 组) 和对照组( Vehi 组) ( n = 

10) ， GDF11 组按每天 0． 3 mg /kg 的剂量腹腔注射 GDF11，Vehi 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连续注

射 4 周后，分别检测其血、尿中骨代谢相关生化指标，并用 Micro CT 分析股骨的形态学指标。然

后再取 C57BL/6J 小鼠的 P1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SCs) ， 并将其随机分为 2 组，分别用含 

GDF11 为 0( 对照组) 、30 g /mL( 实验组) 诱导培养 3 d 后， PT-PCR 检测 Runx2、PPAR-γ、

COL-1、OCN 等成骨、成脂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 Vehi 组相比， GDF11 干预全程不影响老龄鼠的体质量。血 Ca、P， 尿 Ca、P 和血 ALP

是反应骨代谢的重要指标， 实验结束后对所有小鼠的上述各指标进行检测发现， GDF11 干预可使

其血 ALP 和血 Ca 浓度显著降低，与 Vehi 组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 P ＜ 0． 05) ; 而血 P 和尿 Ca 

/Cr 、尿 P /Cr 的浓度无影响。 应用 Micro CT 对两组老龄鼠股骨的各形态学指标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显示: GDF11 干预可显著降低骨小梁相对体积，减少骨小梁数目和厚度，增大骨小梁间隙; 显

著降低骨皮质密度和厚度，增大骨内膜周长。上述各指标分别与 Vehi 组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 P ＜ 

0． 05) 。  并显著上调其成脂相关基因 PPAR－γ 的表达水平( P ＜ 0． 05) 。各组 细 胞 的 ALP 

活 性 约 在 成 骨 诱 导 的 第 3 ～ 5 天时达到峰值， 第 7 天时出现回落。与 Vehi 组相 比， 高 浓 

度 GDF11 干 预 组 于 成 骨 诱 导 第 5、7 天时 均 能 明 显 抑 制 BMSCs 中 的 ALP 活 性( P ＜ 

0． 05)。成骨诱导 3 d 后 qRT － PCＲ 检测结果显示: 与 Vehi 组 相 比， GDF11 干 预 组 的 成 

骨 相 关 基 因 Runx2、COL － I 的 表 达 水 平 均 显 著 降 低 ( P ＜ 0． 05) ; 而其成脂相关基因 

PPAR-g 的表达水平则显著上调( P ＜ 0． 05)。 

结论  本研究发现，GDF11 能抑制老龄鼠的骨合成代谢，抑制体内 GDF11 活性可能是治疗骨质疏

松症的一个潜在靶点，尤其适用于体内 GDF11 水平偏高的患者。 

 
 

PU-0047 

GDF11 通过激活 Smad2 /3 信号通路 

抑制小鼠 BMSCs 骨向分化的体外研究 

 
朱彪,向光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研究表明生长分化因子 11(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 GDF11)是一种能抵抗衰老的细

胞因子，通过注射重组 GDF11 能够活化相关组织的干细胞来延缓心、脑、骨骼肌等组织发生功能

障碍。骨质疏松症也属于衰老相关性疾病。本文探索 GDF11 对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 bone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 骨向分化的影响。 

方法  采用骨片法从 4 周龄 SPF 级 C57BL/6J 小鼠分离 BMSCs，将 BMSCs 随机分为对照组

（Vehi 组）和实验组（30 g /mL GDF11）， 成骨诱导培养后，分别于第 1、3、5、7 天行碱性磷

酸酶 (ALP) 活性检测，于培养 14 天后行 Von Kossa 染色，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 PCR (qRT-PCR) 

检测成骨相关基因，Western blot 检测 Smad 的磷酸化水平。 

结果  各组细胞 ALP 活性约在第 5 d 达到峰值，第 7 d 时吸光度值开始回落。高浓度 GDF11 于第 

3、5、7 d 抑制 ALP 活性；成骨诱导液培养后，两组细胞分泌基质均增多。诱导 14 d 后行 Von 

Kossa 染色，可见细胞密集区域颗粒状黑染矿化结节，GDF11 抑制矿化结节形成；qRT-PCR 检测

结果表明: GDF11 组成骨相关基因 Runx2 和 COL-I 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OCN 表达水平在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与 Vehi 组相比， 

GDF11 组 p-Smad2 /Smad2、p-Smad3 / Smad3 水 平 均 显 著 升 高 ( P ＜ 0. 05 )，加 入

SB431542 后，p-Smad2 / Smad2( P ＜ 0. 05) 、p-Smad3 / Smad3 水平下降。 

结论  本研究以重组 GDF11 干预骨向诱导分化的 BMSCs 为模型， 证明 GDF11 可以抑制 BMSCs 

的 ALP 活性，降低胞外基质的矿化程度，下调成骨相关基因的表达，并且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与激

活经典的 TGF-β /Smad 信号通路有关，从而证实 GDF11 能够在体外抑制 BMSCs 骨向分化。因

此，抑制 GDF11 活性可能是治疗衰老相关性骨质疏松症的一种潜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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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8 

骨折风险评估工具（FRAX）对 2 型糖尿病患者骨折风险评价 

 
王娜,陈剑明,王福斌,李淑敏 

宁波市第六医院 

 

目的  探讨骨折风险工具（FRAX）对 2 型糖尿病患者骨折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1. 临床资料收集：记录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体质指数、既往脆性骨折

史、父母髋部骨折史、当前吸烟史、饮酒史（3 单位）、长期使用类固醇激素史（泼尼松

大于等于 5mg/d 使用大于等于 3 个月或相当剂量）、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史、其他继发性骨

质疏松病史（如未经长期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慢性肝病、长期营养不良等）。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检测的股骨颈 T 值。 

2. 分组：计算加入骨密度值的 FRAX 评分（FRAX/BMD）和不加入骨密度值的 FRAX。参照

髋部脆性骨折风险大于等于 3%或等于其他主要部位脆性骨折风险大于等于 20%的治疗切

点，给出是否推荐进行干预的治疗建议。如果得出相同的治疗建议，则归为相同组，得出

不同的治疗建议，则为不同组。 

1.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8.0 统计学分析软件，两组间计量数据比较使用 t 检验，不符合 t 检

验条件时使用非参数和检验；两组间计数数据比较使用卡方检验，P 小于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FRAX/BMD 和 FRAX/-的治疗建议 

对骨折风险的预测价值 FRAX/-与 FRAX/BMD 一致率达 80%（80/100）,余 20 例得出不同的治疗

建议。采用卡方检验比较 FRAX/BMD 和 FRAX/-的阳性检出率，发现两种方法是不同的（P 小于

0.01）；与 FRAX/BMD 比较，FRAX/-的灵敏度为 83.9%，特异度为 82.8%。FRAX/-与 BMD 呈显

著负相关（均 P 小于 0.01） 

结论  骨质疏松性骨折一旦发生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目前常

用的双能 X 线吸收法（DXA），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骨密度值预测的风险只是一种相对总体

风险，不能体现每一位个体的绝对风险。FRAX 作为一个以计算机软件为基础的评价骨折发生风险

的工具，将骨密度、性别、身高、体重、有无骨折、有无类风湿、父母骨折史、糖皮质激素应用情

况，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有无烟酒嗜好等 11 种相关因素结合，能相对个体化的评估其骨折风险，

并且其经济，便利，易操作性，为临床医生早期发现骨折高危人群做出治疗决策提供了很好的途

径。 

 
 

PU-0049 

北京 2990 例社区绝经后女性的骨折发生特点分析 

 
邓瑞芬 1,罗笑婵 2,李颖隽 2,白永涛 1,邢小燕 1,卜石 1 

1.中日医院 

2.北京香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了解首都社区绝经后女性骨折发生情况 

方法  2016.3-2017.11 就诊于北京香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绝经后女

性，在取得书面知情同意后，由医生询问、受访者回答填写自行设计的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的调

查问卷。研究方案经中日友好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编号 2016-12-1）。调查问卷获取信息包

括受访者一般信息及回忆的骨折发生史。需详细了解受访者骨折发生的年龄及发生时的情况。根据

骨折发生时的情况将骨折分为脆性骨折和暴力性骨折。根据骨折发生部位又将脆性骨折分为典型部

位的脆性骨折和非典型部位的脆性骨折。脆性骨折 ( 或称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定义是指受到轻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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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或日常活动中即发生的骨折。脆性骨折的典型部位是椎体、髋部、前臂远端、肱骨近端和骨盆

等。脆性骨折非典型的部位指肋骨、踝部等。暴力性骨折指非轻微外力作用下（如交通事故、高空

坠落或重物砸伤等）发生的骨折。分析女性一生中不同年龄段骨折发生的特点。 

结果  受访的 2990 例绝经后女性共有 663 例（22.17%）在受访时至少已有一次骨折史，有 76 例

（2.54%）发生了两次或两次以上骨折；有 469 例（15.68%）至少已有一次脆性骨折。女性不同

类型骨折发生的年龄段有显著差异。暴力性骨折、典型部位的脆性骨折、非典型部位的脆性骨折发

生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37.19±17.78 岁、55.77±10.96 岁、51.38±11.75 岁。不同典型部位的脆性骨

折发生年龄也有显著差异，其中前臂骨折发生占脆性骨折的 22.17%，平均发生年龄 55.47±10.67

岁，椎体骨折发生占脆性骨折的 11.09%，平均发生年龄是 54.75±11.16 岁，髋部骨折和骨盆骨折

发生占脆性骨折的 3.62%，平均发生年龄是 59.94±12.61。 

结论  与骨质疏松相关的脆性骨折是绝经后女性骨折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臂骨折是发生年龄最早的

脆性骨折，虽然前臂脆性骨折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小，它的发生已提示患者存在骨质疏松，对已

发生前臂脆性骨折的患者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目标精准，效益成本比最大。 

 
 

PU-0050 

单独或联合握力和 OSTA 指数 

在诊断骨量下降/ 骨质疏松症中的作用 

 
陶蓓,宣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女性人群中手握力与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 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指数组合确定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的作用。 

方法  上海瑞金医院选取 313 名年龄 20~85 岁的女性患者进行横断面研究。询问饮酒及吸烟史、疾

病史、生活史和骨折史，测量身高、体质量、腰围、臀围、握力和身体脂肪含量并计算 OSTA 指

数。测定生化指标(肝肾功能、电解质、血脂、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双能 X 线吸

收检测法(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测腰椎和股骨近端进行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 

结果  绝经后女性握力与 L1-4 BMD (r = 0.329，P=0.000)、L2-4 BMD (r=0.329，P=0.000)、股骨

颈 BMD (r=0.313，P=0.000)和全髋 BMD (r=0.343，P = 0.000) 呈正相关，且不受年龄影响。受试

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显示握力筛查骨量减少/OP 阈值为

22.8kg[敏感度为 70.7%，特异度为 56.1%，曲线下面积=0.674]，握力联合 OSTA 指数≤-1 筛查骨

量减少/OP 的阈值为 20.45kg(敏感度为 81%，特异度为 31%，曲线下面积= 0.810)。 

结论  握力与 OSTA 指数结合使用可能成为反映骨丢失和女性骨量减少及 OP 的筛查方法。 

 
 

PU-0051 

Hcy 调控成骨细胞增殖分化的相关基因研究 

 
吕海宏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绝经后骨质疏松是临床常见疾病，具有很高的患病率和骨折导致的致残率。但发病机理尚未

明确，因此临床治疗非常困难。研究表明骨重建失衡是绝经后骨质疏松的主要发病机理；绝经后妇

女成骨和破骨细胞处于高代谢状态，但破骨细胞主导的骨吸收能力大于成骨细胞的骨形成作用。显

然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成骨细胞增殖分化能力受到抑制，骨形成作用明显下降。因此我们对成骨细

胞增殖分化的分子调控机制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病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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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实验应用新生 SD 大鼠颅骨成骨细胞培养并 Hcy 干预，采用表达谱 cDNA 芯片检测标本，

高效、特异、快速筛查调控成骨细胞增殖分化相关基因。应用 RT-PCR 法检测 ERα 的 mRNA 水

平。应用细胞免疫化学方法检测 ERα 表达水平，应用 MTT 和 PNPP 方法观察细胞增殖和分化。 

结果  主要结论如下：两组间成骨细胞共有 118 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 45 条基因上调表达，73 条

基因下调表达，下调基因主要与糖代谢调控酶，蛋白质代谢及脂代谢过程重要酶、钙、铁离子结合

相关，上调基因与脂肪代谢调控酶及钙离子结合、胶原合成相关。 

结论  这些差异基因表达谱与细胞增殖、凋亡、黏附、迁移和生物学行为，以及血循、营养、发

育、衰老、内分泌、免疫、能量代谢等密切相关，说明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为多系统的全身性骨骼

疾病。本芯片发现许多激酶上调，从细胞分子水平上推测成骨细胞仍有增殖分化；但更多表现为多

种调控酶及蛋白质的基因下调，导致成骨细胞的破坏及凋亡，这些变化说明成骨细胞的增殖分化和

凋亡的平衡被打破，骨形成减少，从而引起骨质疏松。 

 
 

PU-0052 

从 2990 例社区绝经后女性已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 

和未骨折者骨质疏松相关因素的对比 

看北京社区骨质疏松症预防、治疗现况 

 
罗笑婵 1,于利平 2,王娜 2,杨军 1,李颖隽 1,白永涛 1,邢小燕 2,卜石 2 

1.北京香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了解首都社区绝经后女性已有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患者和无脆性骨折史者临床特点的差异和骨

质疏松防治现况的差异。 

方法  2016.3-2017.11 就诊于北京香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绝经后女

性 2990 例，在取得书面知情同意后，由医生询问、受访者回答填写自行设计的骨质疏松症的危险

因素的调查问卷。研究方案经中日友好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编号 2016-12-1）。记录受否者

的临床信息和日常饮用牛奶、服用钙剂情况及抗骨质疏松药物应用情况。本次分析仅将 50 岁以后

发生的典型部位（椎体、髋部、前臂远端、肱骨近端和骨盆）的脆性骨折定义为骨质疏松性骨折。

未骨折者的定义是从未发生过任何部位的脆性骨折（有暴力性骨折史的可以包含）。 

结果  本研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接受问卷调查的患者中有明确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患者占

7.2%。骨折组与未骨折组比年龄更大【66 岁(61-70) vs 61 岁(57-66)】，绝经年限更长【15 年(10-

22) vs 11 年(6-16)】，身高下降≥4cm 的比例更大【31.53% vs 16.94%】，骨折组牛奶饮用量和钙

剂服用比例低于未骨折组，基本未应用双膦酸盐类药物抗骨质疏松治疗。 

结论  回顾式问卷调查发现绝经后女性的年龄、绝经年限、身高下降是否超过 4cm 是骨质疏松性骨

折的重要相关因素。即使是已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社区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基础措施和针对

性治疗仍极不充分。 

 
 

PU-0053 

下颌骨锁骨发育不良伴 A 型脂肪障碍一例报道 

 
李响,杜鹃,姜艳,王鸥,李梅,邢小平,夏维波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下颌骨锁骨发育不良(MAD)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目前全球仅数十例报道。常

见临床表现有生长迟缓、下颌骨发育不良、锁骨和肢端进行性骨质溶解、皮肤色素沉着和脂肪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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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近来发现该病由 LMNA 或 ZMPSTE24 基因突变所致。本文报道一例诊断为 A 型 MAD 患

者，分享对该类疾病认识，为临床工作提供经验。 

方法  报道一例因杵状指 2 年余来诊的男童，收集其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抽取外周血对 LMNA

和 ZMPSTE24 基因进行测序。 

结果  患儿 2 岁前生长发育与同龄儿相仿。2 岁开始发现双手指端变圆、增粗，双手无明显生长。3

岁时出现鼻塞、睡眠打鼾、张口呼吸、反复呼吸道感染，诊为腺样体肥大，于 3 岁时行腺样体消融

术。4 岁 3 月大来诊。无类似家族史。查体：身高 102.2cm，体重 14kg。头部比例大，面部皮肤

静脉血管显露。双眼稍突，双耳位置偏低。下颌小，牙齿排列嘈杂、紧密，鄂弓高狭。双肩向胸前

聚拢。胸部未见串珠肋，心界稍大，心前区可闻及Ⅲ/6°收缩期吹风样杂音，双肺呼吸音清。双侧

腋下及腹股沟处皮肤可见花斑样改变，四肢皮肤菲薄。四肢肢端末梢呈杵状，指/趾甲短小、内

陷。实验室检查：肝肾功、骨代谢指标、免疫指标均无异常。骨骼 X 片：头颅骨缝增宽；双侧锁骨

外侧段未显示；双手诸骨骨质密度降低，末节指骨骨吸收，仅见基底部较小骨骺存留。基因检测：

LMNA 基因第 9 外显子 c.1579C>T 以及 c.1580G>A 两处突变，结合临床特点诊断 A 型 MAD 明

确。 

结论  首次发现上述两处突变共同导致的 A 型 MAD。该病发生与核纤层蛋白代谢异常有关，临床表

现与 Hutchinson–Gilford 早老综合征(HGPS)有相似之处，通常认为心血管系统受累为 HSPS 的特

征性表现，但我们发现 MAD 患者同样存在心脏杂音，可能与首次发现的 c.1579C>T 以及

c.1580G>A 两处突变共存有关。临床上需仔细分析患者的临床特点并结合基因检测得出正确诊

断。 

 
 

PU-0054 

长期口服双膦酸盐治疗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症一例 

 
李响,姜艳,王鸥,李梅,邢小平,夏维波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临床较少见，药物治疗经验有所欠缺。本文报道一例长期口服阿仑膦

酸钠治疗的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分享相关治疗经验。 

方法  患者 10 岁男性，因反复椎体骨折来诊。排除成骨不全综合征后，临床诊断为特发性骨质疏松

症。应用阿仑膦酸钠 70mg qw、α 骨化醇 0.25μg qd、元素钙 600mg qd 治疗 4 年，监测其身高、

骨密度和 β-CTX、ALP 等骨代谢指标。 

结果  患儿婴幼儿期生长发育情况不详。9 岁时出现脊柱后凸，T5-9、T12 椎体压缩性骨折。查

体：巩膜篮，牙釉质发育不良；脊柱后凸。实验室检查：Ca 2.40mmol/L，P 1.62mmol/L，ALP 

232U/L，PTH 11.9pg/ml，β-CTX 1.2ng/L，25OHD 15.7ng/ml，1-25OHD 28.5pg/ml。肝肾功、

血清蛋白电泳均无异常。BMD(g/cm2)：股骨颈 0.505，全髋 0.560，L1-4 0.464。其父 36 岁，

BMD(g/cm2)/T 值/Z 值：股骨颈 0.639/-2.6/-2.4，全髋 0.674/-2.4/-2.4，L1-4 0.975/-1.0/-0.9，有椎

体压缩性骨折和腕部骨折史。患儿服用药物后，ALP 和 β-CTX 在 2 月后下降至 162U/L 和

0.5ng/ml，维持较低水平至 12 岁时出现高峰，此后再次下降。身高逐渐上升，在 12 岁后增长进一

步加速，治疗 4 年内增加约 27cm，14 岁时身高 175.8cm。BMD 逐渐上升，4 年后的

BMD(g/cm2)：股骨颈 0.883，全髋 1.011，L1-4 1.06。腰椎 X 线：各椎体表面见一层界限清楚的

骨质密度增高区。 

结论  该患者口服双膦酸盐治疗 4 年后骨转换指标下降，骨密度由落后于同龄人上升到正常成人水

平，身高维持在同龄人 90th 水平，未出现胃肠道副作用。提示双膦酸盐联合钙剂和活性维生素 D

治疗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症或许有一定疗效。治疗中需密切监测药物副作用和血尿钙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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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5 

某大型综合医院骨质疏松认识率、筛查率 

和治疗率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志芳,张丽侠,郑丽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调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患者骨质疏松认识、筛查、治疗现状，探讨其相关影响

因素，从而初步了解河南省成人对骨质疏松症认识、筛查、治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6.7.1～2016.7.7 住院患者 6902 人（排除 18 岁以下，精神异

常、意识不清等不能正确客观完成问卷及拒绝者）。用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方法。不

同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不同组间骨质疏松认识率、筛查率及治疗率影

响因素。 

结果  1.本研究中骨质疏松总认识率为 50.9%。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一分钟测试题阳性者）比例

50.1%。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中筛查率为 8.23%。行骨密度筛查者中，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45.3%。

骨质疏松者中治疗率为 71.32%。 

2．认识率：城镇人口认识骨质疏松的可能性是农村人口的 1.525 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认识骨

质疏松可能性更高。一分钟测试题阳性者认识骨质疏松的可能性是阴性者的 1.264 倍。高血压者认

识骨质疏松的可能性是非高血压者的 1.251 倍。糖尿病者认识骨质疏松的可能性为非糖尿病者的

1.217 倍。血脂异常者认识骨质疏松的可能性为血脂正常者的 1.207 倍。 

3.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中 (1) 随着年龄增长筛查率逐渐增高，80 岁以上人群筛查可能性为 18～39

岁人群的 1.771 倍(2) 城镇筛查可能性较农村高 (3)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筛查可能性更高 (4)脑力劳

动者及未就业者筛查的可能性均高于体力劳动者; (5) 合并高血压者筛查可能性为血压正常者 1.342

倍(6)血脂异常者筛查可能性为血脂正常者的 3.925 倍 

4.治疗方面：脑力劳动者及未就业人员治疗的可能性均高于体力劳动者。 

结论  1.与其他研究相比，本研究中骨质疏松认识率较高、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骨质疏松筛查率较

低，骨质疏松患者治疗率较高。 

2.城镇、文化程度增高、一分钟测试题阳性、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者骨质疏松的认识率

更高。 

3.年龄增加、城镇、文化程度增高、脑力劳动者及未就业者、合并高血压、血脂异常者更易接受骨

质疏松筛查。 

4.脑力劳动者及未就业人员较体力劳动者骨质疏松治疗率更高。 

 
 

PU-0056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肌酐与肌少症相关性分析 

 
王蓓蓓,陈新焰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与肌少症的相关性。 

方法  取本院于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纳入研究对象 325 例，收集临床

资料，留取晨尿测定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ACR），使用握力计测定握力，测量大腿周长。按

照尿 ACR 水平分为正常组，中度升高组及显著升高组，回顾性分析尿 ACR 与握力、大腿周长的相

关性。 

结果  1、尿 ACR 中度及显著增高组年龄、病史、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高于尿 ACR 正常组，显著增

高组维生素 D 水平低于正常组（p＜0.05）；三组间体质量指数、股骨骨密度及空腹血糖水平之间

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均 p＞0.05）。2、男性患者尿 ACR 中度增高组及显著增高组的握力水平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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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3.60±7.83）kg 和（30.73±7.20）kg，显著低于 ACR 正常组（37.39±8.94）kg，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女性患者尿 ACR 显著增高组的握力水平（15.08±4.68）kg，显著低于尿

ACR 中度升高组（20.00±5.58）kg 及尿 ACR 正常组（15.08±4.68）k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3、男性尿 ACR 显著增高组的大腿围低于尿 ACR 正常组 [（49.25±6.45）对

（54.46±4.61）cm，P＜0.05]。女性患者中，三组之间大腿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4、单因素分析显示尿 ACR 水平与握力之间存在负相关，经过年龄、糖化血红蛋白、维生素 D 等

因素校正后尿 ACR 与握力之间仍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升高是握力下降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合并肾脏并发症

的糖尿病患者中需进行握力筛查及相关危险因素预防，以避免更大的危害。 

 
 

PU-0057 

非肥胖妇女尿双酚 A 水平与身体组份及骨密度的关系 

 
赵红燕,毕宇芳,王卫庆,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双酚 A（BPA）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进入人体有模拟雌激素的作用，可能会促进肥胖的

发生，但其对骨密度的影响目前在人群中尚无报道，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在健康绝经前妇女中探讨尿

中双酚 A 水平与身体组成成份、血清雌激素、瘦素、骨钙素以及骨密度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246 名年龄大于 20 岁的健康绝经前妇女，通过身高和体重计算体重指数

（BMI），身体组成成份（体脂、非体脂）以及骨密度（BMDs）采用双能 X 线（DXA）检测，同

时检测血清雌激素、瘦素、骨钙素，以及尿 BPA 和 NTx 水平。 

结果  在校正年龄和 BMI 后，尿 BPA 水平与体脂（FM，r=0.193, p=0.006）和血清瘦

素水平(r=0.236, p=0.001)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尿 BPA 水平与血清雌激素、

BMDs、骨转换指标如骨形成指标骨钙素、骨吸收指标尿 NTx 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 FM (b =0.746, p<0.001)和 BPA(b =0.127, p=0.01)与血清

瘦素水平变化成正相关，而非体脂（FFM，b= -0.196, p<0.001）与血清瘦素水平变化

成负相关。但腰椎 BMD 和股骨颈 BMD 的变化主要受 FFM 的影响，而与 FM、血清瘦

素或尿 BPA 水平无关。  

结论   尽管尿 BPA 水平与 FM 的增加和血清瘦素水平升高有关，但在绝经前妇女中尿 BPA 水平并

不影响其 BMD 的变化，这可能是决定绝经前妇女 BMD 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FFM，而其与尿 BPA 水

平无关。 

 
 

PU-0058 

GLP-1 受体激动剂对糖尿病大鼠骨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 

 
孙寒晓,刘冬梅,王卫庆,宁光,刘建民,赵红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如 Exendin 1-39 （Ex-4）和 Liraglutide 是新型的糖尿病治疗药物。成

骨细胞和骨髓基质干细胞（BMSC）上存在 GLP-1 受体使得骨很可能成为这类药物的靶器官之

一。本研究目的是了解 Ex-4 对大鼠 BMSC 成骨和成脂影响；研究 Liragultide 对自发 2 型糖尿病

GK 大鼠骨密度（BMD）和骨质量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在 BMSC 的成脂、成骨过程中加入 0.1nM 的 EX-4，染色后观察其成脂、成骨的改变。选用

2 周龄 GK 大鼠及 Wistar 大鼠作为体内研究对象，给予 Liraglutide 处理 4 周，观察血糖、体重变

化。4 周处理后测 IPGTT，并处死后取股骨、第五腰椎做 Micro-CT，观察骨密度及骨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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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Realtime PCR 观察 PPARγ、 C/EBPα 等成脂基因、Runx 2、 ALP 、collagen I 等成骨基因

表达，并通过 Western Blot 观察 MAPK(p-AKT、p42/44 、p38)及 Wnt 通路（β-catenin、p-AKT、

p-GSK）等蛋白表达的变化。 

结果  体外实验显示，BMSC 成脂诱导中 EX-4 处理组脂滴量及 PPARγ 、 C/EBPα 表

达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在成骨诱导中，EX-4 处理组诱导 3、7 天加药组 Runx 2、 

ALP 、collagen I 表达高于对照组。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加药 6 天后 p42/44 、

p38、β-catenin 蛋白表达明显强于对照组。Micro-CT 显示 GK 大鼠空白组骨密度及骨

体积分数、骨小梁厚度、骨小梁数量、皮质骨厚度、骨皮质面积分数均较 Wistar 大鼠

组明显降低，骨小梁间距较 Wistar 大鼠组增加；除第五腰椎骨小梁厚度和股骨骨小梁

数量，骨小梁间距外，骨密度、骨皮质及骨松质等各指标显示 GK 大鼠加药组损伤程

度较 GK 大鼠空白组有不同程度的减轻。GK 加药组 Runx 2、ALP、collagen I 以及

Wnt 通路相关基因 Lrp5、Lrp6、Wnt10b 表达高于 GK 空白组。Western Blot 结果显

示，p42/44、p-GSK 蛋白表达强于 GK 空白组。  

结论  GLP-1 受体激动剂可以促进大鼠 BMSC 向成骨分化，抑制向成脂分化，同时可有效逆转 2 型

糖尿病大鼠早期骨损伤。这些作用可能部分通过 Wnt 信号通路的激活，部分通过 MAPK 信号通路

的激活作用于 Runx2。 

 
 

PU-0059 

桡骨定量骨超声测量与代谢综合征患病及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系 

 
陶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上海地区横断面研究定量骨超声（QUS）测量值与代谢综合征及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系。 

方法  入选 1439 例代谢综合征和非代谢综合征人群，行 QUS 测定超声速率（SOS），人体测量

学、血压测量及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血脂测定。 

结果  代谢综合征患者指骨、桡骨和胫骨 SOS 值显著低于非代谢综合征对照组(P<0.001)。桡骨

SOS 经组间差异经年龄、性别、BMI、月经状态校正仍有显著性(P<0.001)。女性患者随代谢综合

征组分数目增多，三部位 SOS 值呈下降趋势(P<0.05)。随桡骨 SOS 三分位下降代谢综合征患病率

增加。经校正，中间及最低三分位组代谢综合征比值比分别为 1.30 和 2.19 (P’ = 0.025)。桡骨

SOS 和 BMI(r = -0.062, P = 0.023)、腰围(r = -0.119, P<0.001)、腰臀比(r = -0.149, P<0.001)、口

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2 小时血糖(r = -0.146, P = 0.003)呈负相关。心血管疾病风险随桡骨 SOS 值三

分位高到低而升高(P <0.001)。 

结论   低桡骨 SOS 测量值是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危险因素。 

 
 

PU-0060 

2 型糖尿病患者骨密度与血清 Betatrophin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徐梦娇,李昊翔,于淑萍,袁婧,丁艺,邓家良,马苏娴,袁国跃,王东,尹卫,陈圣杰,杨玲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状态下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血清 Betatrophin 水平的差异，探讨 Betatrophin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骨质

疏松相关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146 

 

方法  选择 T2DM 患者 95 例，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仪对所有患者进行 1－4 腰椎(L1－L4)、股

骨颈(FN)及全髋(TH)部位 BMD 检测，根据 BMD 分为骨量正常组及骨量异常组(包括骨量减少以及

骨质疏松)。所有研究对象均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及胰岛素释放试验。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检测血清 Betatrophin 水平。 

结果  与 BMD 正常组相比，BMD 异常组血清 Betatrophin 水平显著增高（P <0.05）。相关分析显

示，Betatrophin 与 FN、TH 两个部位骨密度呈负相关(r=－0.238，r=－0.208，均 P <0.05)。根据

血清 Betatrophin 水平由低到高分为三组，BMD 异常在三组中的发生率逐渐升高(38.7%、53.1%及

62.5%)。 

结论   T2DM 骨密度异常患者血清 Betatrophin 水平显著升高，提示 Betatrophin 可能在糖尿病骨质

疏松症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该指标进行检测可为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

的临床依据。 

 
 

PU-0061 

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效果分析 

 
刘星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骨质疏松（osteoporosis, OP）高死亡率、高致残率及生活质量下降,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

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本文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效果分析。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200 例骨质疏松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

其实施（1）防跌倒干预护理措施:①提供安全环境:足够灯光、地面清洁干燥、防滑倒浴室垫等。②

患者的自我管理:提高老年人自身的警觉性，提高对预防跌倒的重视程度，指导患者采取渐进下床

方法;将拐杖、助行器及经常使用的物件等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2）饮食干预：护理人员要根据

患者病情的实际情况及饮食习惯为患者设计合理的饮食方案，多食用钙、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如

肉、蛋、奶、豆制品、海产品等食物。治疗期间患者严格戒烟、戒酒。（3）运动干预：治疗期间

患者一般需长期卧床，不利于患者康复，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帮助患者制定符合自身的运动计

划，其中可以包括散步、打太极等内容，每天坚持运动 30 min 以上。（4）药物治疗护理干预：钙

的缺失与 OP 有直接关系，患者需要持续服用足够的钙剂药物。（5）心理干预： OP 患者的病程

通常比较长，且长期忍受着病痛，因此患者的心理状态很差，护理人员必须耐心倾听患者的心声，

让患者感受到关心和温暖，提升其治疗依从性。（6）系统健康宣教：护理人员有针对性的对患者

进行健康教育，发放宣传资料、播放相关视频资料让患者了解 OP 的发病机制、病情发展情况等。

定期组织骨质疏松症的相关讲座，邀请该领域的专家进行健康教育主题讲座。比较干预前、后患者

的生活质量水平及骨密度情况。 

结果  干预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各项指标及骨密度的评分均明显优于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骨质疏松症患者实施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骨密度水平，临床效果显

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062 

健康体检人群脂肪肝与骨密度、体成分的相关性研究 

 
覃玉君 

河池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健康体检人群脂肪肝与骨密度、体成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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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479 例健康体检人群的年龄、身高、体重、全身骨密度、骨矿含量、脂肪量、瘦组织

量、臀部/大腿脂肪比、腹部脂肪比和肝脏超声结果，先按是否有脂肪肝分为：脂肪肝组（144 例）

与非脂肪肝组（335 例），比较两组骨密度和体成分的差异；进一步按性别分为：男性脂肪肝组

（110 例）和男性非脂肪肝组（200 例），女性脂肪肝组（34 例）和女性非脂肪肝组（135 例），

分别比较不同性别脂肪肝组和非脂肪肝组的骨密度和体成分差异。 

结果  1、与非脂肪肝组比较，脂肪肝组的体重指数、瘦组织量、脂肪量、臀部/大腿脂肪比、腹部

脂肪比、骨矿含量均增高，总体及男性脂肪肝组年龄小于非脂肪肝组，女性脂肪肝组年龄大于非脂

肪肝组（P<0.05）。2、总体及男性脂肪肝组较非脂肪肝组的全身骨密度、上下肢骨密度、躯干骨

密度均增高（P<0.05），女性组无差异。3、年龄、腹部脂肪比与全身骨密度呈负相关，女性腹部

脂肪比与骨密度无相关。体重指数、瘦组织量、脂肪量、臀部 /大腿脂肪比与全身骨密度呈正相

关。男性脂肪肝与全身骨密度呈正相关，女性脂肪肝与全身骨密度无相关（P>0.05）。4、控制年

龄后，脂肪肝与全身骨密度仍呈正相关。逐级控制体重指数、脂肪量、瘦组织量、臀部/大腿脂肪

比、腹部脂肪比后，脂肪肝与全身骨密度无相关性。 

结论  1、脂肪肝总体发病趋于年轻化，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女性随着增龄其发病率有所增加。

2、脂肪肝人群的体重指数、脂肪量、瘦组织量均增加。3、体重指数、瘦组织量、脂肪量、臀部/

大腿脂肪比可能为骨密度保护因素。年龄、腹部脂肪比为骨密度危险因素。4、脂肪肝对骨密度的

影响可能是通过体重指数、瘦组织量、脂肪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脂肪肝本身的因素。 

 
 

PU-0063 

胱抑素 C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症的相关性研究 

 
杨俊朋 1,汪艳芳 1,赵志刚 1,2,袁慧娟 1,郭丽君 1,史晓阳 1,陈奕錡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郑州颐和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胱抑素 C(Cys-C)与骨质疏松(OP)之间的关系，阐明 Cys-C

在 0P 发病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入选 394 例 T2DM 患者并计算肾小球滤过率（GFR），最终纳入 326 例 GFR≥60ml/min 的

T2DM 患者进行比较。根据腰椎、股骨颈和髋部的骨密度(BMD)及 OP 的诊断标准把患者分为 3

组：单纯糖尿病组(A 组 n=178)，糖尿病低骨量组（B 组 n=96）和糖尿病 0P 组(C 组 n=52)。比较

三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及生化结果；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比较各部位骨密度的影响因素；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Cys-C 与 OP 的关系。 

结果  三组患者的年龄、病程、体重、BMI、空腹 C 肽、骨钙素、PINP、尿酸、视黄醇结合蛋白

（FABP）及 Cys-C 均有显著差异（P <0．05）。与单纯糖尿病组相比，低骨量组及 OP 组的

Cys-C 水平明显下降（0.81±0.13 vs0.91±0.32；0.78±0.11 vs 0.91±0.32，P <0．01）。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T2DM 患者血清 Cys-C 水平与尿酸、FABP、促甲状腺激素、骨钙素、PINP 及腰

椎 BMD 的 T 值呈显著正相关(P <0．05)。logistic 回归提示：对 GFR≥60ml/min 的 T2DM 患者，

Cys-C 是骨质疏松症的独立保护因素（OR=0.7，P <0．05），校正了年龄、性别、病程、抽烟、

饮酒、C 肽水平、尿酸、GFR、骨钙素和 PINP 等相关因素后，Cys-C 仍是 T2DM 患者骨质疏松症

的独立保护因素（OR=0.3，P <0．05）。 

结论  对于 GFR≥60ml/min 的 T2DM 患者，血清 Cys-C 是骨质疏松症的独立保护因素。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148 

 

PU-0064 

1,25(OH)2D3 对 STZ 诱导糖尿病大鼠关节软骨的保护作用 

 
王浩,朱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1,25(OH)2D3 对 STZ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的软骨是否具有保护作用，且这种

作用是否通过改善软骨下骨骨量发挥作用。 

方法  本实验采用 50 只清洁级，2 月龄，体重 180-220g，雄性 SD 大鼠为研究对象。其中 40 只采

用尾静脉注射 STZ（45mg/kg/体重；血糖＞16.7mmol/L 为成模标准）的方法建立糖尿病大鼠模

型，其余 10 只为正常对照组（NC 组）。DM 大鼠随机分为以下三组（n=10/组）：DM 未干预组

（DM 组）；胰岛素处理组（INS 组，16U/kg/d 精蛋白锌胰岛素，皮下注射）和 1,25(OH)2D3 处

理组（VD3 组，0.15ug/kg/1,25(OH)2D3，灌胃）。NC 组大鼠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及皮下注

射。所有动物经 16 周干预后处死，留取血标本检测血糖、钙和 C-反应蛋白。留右侧股骨和第 1-4

腰椎行骨密度（BMD）测定。留取左侧膝关节（包括远端股骨和近端胫骨）做软骨下骨骨形态计

量学分析测定以下指标：软骨下骨体积占每视野的百分比（SBV/Visual field）、平均软骨下骨厚度

（Sb.Th），平均软骨下骨间距（Sb.Sp）和软骨下骨连接点数（Sb.N）。分别行 HE、番红 O/固

绿和阿辛蓝/橙黄 G 三种病理染色测定各组改良的 Mankin's 评分，股骨和胫骨的软骨细胞数量，未

钙化的软骨基质（AC）、钙化的软骨基质（CC）和软骨下骨板（SB）的厚度。 

结果  1.与正常组相比，DM 组关节软骨表面不规则，细胞数量和软骨基质减少；AC 和 CC 显著变

薄。DM 组的 BMD 显著低于 NC 组。SB 较 NC 组薄。软骨下骨骨形态计量学显示 DM 组的

SBV/Visual field，Sb.Th 和 Sb.N 较 NC 组显著降低而 Sb.Sp 则较 NC 组显著增加。DM 组的 CRP

显著升高。血钙在 DM 组和 NC 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与 DM 组比较，VD3 组的关节软骨结构

改善，软骨细胞数量增多，软骨细胞功能改善。VD3 组 AC 和 CC 厚度较 DM 组增加。与 DM 组相

比，VD3 组的 BMD 和 SB 厚度增加。虽然 VD3 组血糖较 DM 组血糖仅轻度下降，软骨下骨骨形态

计量学结果显示 VD3 组的 SBV/Visual field，Sb.Th 和 Sb.N 较 DM 组显著增加，而 Sb.Sp 则较

DM 显著减少。VD3 组较 DM 组的 CRP 显著降低。 

结论  本实验结果提示 1,25(OH)2D3 对对 STZ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的软骨具有保护作用，可能与其

改善炎症反应有关。 

 
 

PU-0065 

贲门狭窄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李红利,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贲门狭窄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对一例贲门狭窄、中度贫血、18 岁仍无发育、骨龄小于实际年龄、骨质疏松男性患者进行内

分泌相关疾病鉴别，并相关文献学习，详细分析病人病情、治疗转归及目前国内外对该疾病的认

识。 

结果  该病人行手术治疗贲门狭窄，并进行抗骨质疏松、补充造血、加强营养等治疗后，患者出现

追赶生长，逐渐发育。 

结论  生长发育病因学复杂，有关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近几年，国内儿科内分泌

与遗传代谢病的临床诊治和研究进展迅速，推出了一些疾病的诊断建议或诊治规范，需重视综合治

疗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改善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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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6 

厄贝沙坦改善 AGEs 所致糖尿病成骨损伤的机制 

 
程彦臻,杨双莉,王际语,叶萌,陈宏,张桦,杨力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发病率高、易致骨折，严重威胁老年人的健康。糖基化终产物（AGEs）可

直接作用于成骨细胞，抑制成骨细胞，恶化成骨微环境，是导致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的主要原因。既

往文献报道 ARB 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 AGEs 的作用；本研究拟以糖尿病动物和成骨细胞为研究对

象，分别从细胞和整体水平研究厄贝沙坦对 AGEs 作用下的动物骨质变化及成骨细胞增殖、凋亡等

方面的影响。 

方法  我们选用 7 周龄对照组小鼠 Leprdb/Lepr+ (db/+)和糖尿病小鼠 Leprdb/Leprdb (db/db) 为研

究对象，给予 12 周厄贝沙坦干预后，使用 uCT 和生物力学方法检测动物骨微结构和生物力学特

性。此外，在体外培养 AGEs 诱导的成骨细胞，予厄贝沙坦干预后，通过检测活性氧、受体表达

等，探讨具体信号通路。 

结果  动物实验显示：与糖尿病小鼠组相比，厄贝沙坦组动物骨质显著改善：BV/TV 增加+46.7%, 

Tb.N 增加 52.0%，Tb.Sp 减少 21.2%)，SMI 减少 26.4%；同时该组部分生物力学参数显著增加：

max load 增加 20.7%, fracture load 增加 70.5%, energy absorption 增加 99.4%。细胞实验显示：

AGEs 可成浓度、剂量依赖性抑制成骨细胞增值，最佳浓度为 100ug/ml；厄贝沙坦可显著促进成

骨细胞的增殖，减少凋亡，改善细胞周期，并增加骨形成相关标志物 mRNA 的表达；厄贝沙坦可

通过下调 RAGE 的表达，减少 AGEs 诱导的氧化应激损伤。 

结论  本实验证实厄贝沙坦可对糖尿病状态骨质损伤发挥保护作用，具体通过下调 RAGE 表达，抑

制 AGEs 诱导的氧化应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减少其凋亡，并增加骨形成相关标志

物表达。本研究有助于阐明 ARB 药物改善骨质疏松的具体机制，为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PU-0067 

GLP-1 改善糖尿病相关骨损伤的机制 

 
程彦臻,王际语,杨双莉,陈宏,张桦,杨力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作为新一代的糖尿病治疗药物， GLP-1 在降糖作用外改善糖尿病性骨代谢异常的效应倍受关

注，探求其具体调控机制，可为糖尿病相关性骨质疏松的临床防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有效方法。

本研究拟证实 GLP-1 在体内外对糖尿病动物及成骨细胞增殖、成骨分化相关指标的影响和具体信

号通路。 

方法  选择 8 周龄的 ZDF 大鼠，适应性喂养 2 周，予高脂饲料饲养诱导为 2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随

后随机分为：1）非糖尿病对照组；2）糖尿病对照组；3）胰岛素治疗组；4）沙格列汀治疗组；

5）利拉鲁肽治疗组。予高脂饲料喂养 9 周后处死动物，记录动物体重、摄食、血糖情况，并检测

一般生化、HbA1c、骨微结构、生物力学特性、骨代谢标志物等。此外，体外以 AGEs 诱导的成骨

细胞为模型，研究 GLP-1 对成骨细胞增殖、分化的改善作用及具体信号通路。 

结果  结果显示：（1）与对照组相比，利拉鲁肽干预组糖尿病大鼠体重下降，血糖控制较好；

（2）利拉鲁肽可预防骨微结构的损伤，适度增加骨强度，提高血清成骨指标（ALP, OCN and 

P1NP）水平；（3）体外实验发现 GLP-1 受体存在于长骨来源的成骨细胞上，GLP-1 成剂量依赖

性改善 AGEs 所致成骨增殖损伤，促骨形成，抑制骨吸收指标；（4）GLP-1 可显著降低细胞氧化

应激水平，具体通路与下调 RAGE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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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糖尿病动物中，GLP-1 通过促进骨形成、改善骨吸收直接发挥骨保护作用，抑制 AGEs-

RAGE-ROS 为其中重要信号通路。该研究可为进一步拓展 GLP-1 的临床应用提供有效的理论依

据。 

 
 

PU-0068 

1,25(OH)2D3 对 STZ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骨质量的影响 

 
柴韵 1,张秋子 2,王浩 1,王保平 1,贾红蔚 1,朱梅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河北北方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以链脲佐菌素（Streptozocin，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为研究模型，探讨活性维生素

D-1,25(OH)2D3是否对糖尿病大鼠的骨质量具有保护作用。 

方法  将饲养大鼠分为五组：正常对照组（NC）和四组不同方式干预的糖尿病大鼠：1,25(OH)2D3

干预组（VD3 group），胰岛素干预组（INS group），胰岛素+1,25(OH)2D3 干预组（INS+VD3 

group）以及糖尿病为干预组（DM group）。饲养 18 周后，对各组大鼠的血钙、磷，I 型胶原交联

羧基末端肽，骨钙素，骨源性碱性磷酸酶，血清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超敏 C 反应蛋白，生物力学

特征，骨密度以及组织形态学进行分析。 

结果  糖尿病组大鼠（DM 组）骨密度、组织形态学参数及骨强度均低于正常组（P＜0.01）。在

VD3 干预组中，骨密度及组织形态学指标与糖尿病组（DM 组）相当。与 DM 组大鼠相比，VD3 干

预组的血清骨钙素、超敏 C 反应蛋白以及 I 型胶原交联羧基末端肽水平显著降低（P＜0.01）。与

INS 组相比，INS+VD3 组中以上指标同样明显降低（P＜0.01）。电子显微镜下显示，与 NC 组相

比，DM 组的胶原纤维分布稀疏、排列紊乱。然而，相较于 DM 组，VD3 组大鼠的骨强度明显升

高，并伴有更密集且规整的胶原分布。INS+VD3 组大鼠比 INS 组有着更高的骨强度、骨密度及更

加规整的胶原纤维分布。 

结论  1,25(OH)2D3干预可能通过改善骨胶原质量增加 STZ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的骨强度。 

 
 

PU-0069 

α-辅肌动蛋白 3 基因多态性与绝经后女性肌肉强度的相关性研究 

 
薛瑜 1,聂敏 1,王鸥 1,王春艳 2,韩桂艳 3,沈薔 4,邓红月 4,姜艳 1,李梅 1,夏维波 1,邢小平 1,徐苓 1 

1.北京协和医院 

2.航空总医院 

3.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4.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目的  α-辅肌动蛋白（α-actinin，ACTN）通过与细肌丝中的肌动蛋白结合调节肌肉收缩。研究显

示，ACTN3 基因敲除的小鼠肌肉强度较野生型小鼠显著下降。本文旨在探究 ACTN3 基因多态性

与绝经后女性肌肉强度的相关性，并探究不同基因型干预后疗效。 

方法  北京市东城区 598 例绝经后女性纳入本研究，通过 Sequenom MassArray 技术对 ACTN3 基

因 rs540874、rs618838、rs2229456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测定并记录受试者双手握力及站立试验

时间，并进行组间比较，分析其与绝经后女性肌肉强度的相关性。其中 163 例受试者予强化运动

（太极拳）训练，271 例予元素钙 600mg/d+普通维生素 D 800IU/d 或骨化三醇 0.25μg/d，随访 2

年，观察强化运动及维生素 D 补充后肌力变化与 ACTN3 基因型的相关性。 

结果  1. 3 个 SNP 位点 rs540874、rs618838、rs2229456 的 MAF 值分别为 0.404、0.405、

0.143，且各位点等位基因分布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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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s540874 位点不同基因型组间坐起试验时间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GG（9.02±3.85）s vs.GA

（9.27±4.14）s vs.AA（9.68±5.00）s，P=0.015）；G 等位基因携带者右手握力具有高于 A 等位

基因携带者的趋势，但不具显著统计学差异（GG（24.53±5.45）Kg vs.GA（24.26±4.79）

Kg vs.AA（23.66±4.32）Kg，P=0.056）；三组间左手握力不具统计学差异（P=0.766）。

rs618838、rs2229456 两个位点不同基因型组间双手握力及站立试验时间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均＞0.05）。 

3. 多元线性回归显示，rs540874 位点 AA 基因型受试者坐起试验时间显著延长（β=2.639，

95%CI=[1.632，4.646]，P=0.01）。 

4. rs540874 位点 G 等位基因携带者、rs618838 位点 C 等位基因携带者、rs2229456 位点 A 等位

基因携带者在强化运动及维生素 D 补充后下肢肌力均显著增加（P<0.05）。 

结论   ACTN3 基因的 rs540874 位点与绝经后女性下肢肌力相关；强化运动、维生素 D 补充后肌力

的获益可能与 rs540874、rs618838、rs2229456 基因型有关。 

 
 

PU-0071 

硬化性骨病新发 LRP4 基因突变分析 

 
冯亦鸣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硬化性骨病（Sclerosteosis）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隐性遗传的进行性硬化性骨发育异

常性疾病，以手异常和骨骼异常增生为典型的临床表现。目前世界范围内报导的诊断明确的病例较

少。本研究报告一例临床诊断为硬化性骨病的病例及新发现的突变位点，旨在分享罕见病例，报导

新突变，为临床上早期诊断此类疾病提供经验。 

方法   

1. 患者女，40 岁，因“腰痛 7 余年”就诊。自 7 余年前无明显诱因逐渐出现腰部疼痛、活动不

适或轻外力作用下钝痛加重，平卧不能缓解，久坐、久卧、久立均有疼痛，无骨折史。后

逐渐发展至双侧肋部，时有乏力、麻木。家族史（-）。后续诊治过程中完善骨代谢指标、

骨骼平片、全身骨显像等检查。 

2. 二代高通量目标区域捕获测序 

3. 荧光素酶检测 

结果  患者检查结果重骨转换指标 ALP、β-CTX 明显升高（ALP 226 IU/L，β-CTX 1.030ng/ml）；

胸腰椎 X 线可见诸骨骨密度弥漫增高，颅骨板障增厚，氟骨症；全身骨显像示颅骨、四肢骨、胸

骨、脊柱不均匀性骨代谢异常活跃；骨密度检测各椎体密度均明显高于同年龄正常人群。综上临床

诊断为硬化性骨病。 

二代高通量目标区域捕获测序结果显示，患者存在 LRP4 基因 c.1601G>C 的杂合错义突变，该突

变使得所编码的 LRP4 蛋白第 380 位氨基酸由精氨酸变为苏氨酸（R534T）。该基因所关联的疾病

为 2 型硬化性骨病，该疾病的表型有严重的硬化性骨发育不良，以及渐进性的骨过度生长。患者常

有锁骨和肋骨较宽，并且骨密度高，颅骨和下颚骨出现硬化，椎体终板及盆骨硬化，长骨皮质增生

等表型，与患者表型部分相符。另外，该疾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在 LRP4 基因上检出杂合突

变，符合遗传模式。 

此后进行的基因功能验证中，我们以既往报导的两种 LRP4 突变（R1170W 和 W1186S）作为对

照，发现 R534T 突变组内 Sclerostin 蛋白的抑制作用较野生型空白对照组有明显减低，且与另两

种突变组相比变化趋势类似，进而证实该突变的致病性。 

结论  硬化性骨病可以通过典型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来进行诊断，基因检测可进一步确定疾病

病因。我们发现 LRP4 基因 c.1601G>C（p.R534T）是硬化性骨病新的致病突变，该发现也进一步

证实了 LRP4 基因在骨代谢中重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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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3 

甲状腺激素受体作用蛋白 11 基因突变致低血磷性骨软化症 1 例 

 
江宁,夏维波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甲状腺激素受体作用蛋白 11 (Thyroid Hormone Receptor Interactor 11，TRIP11)

基因突变致低血磷性骨软化症患者，并分析其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4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 1 例成人起病低血磷性骨软化症患者的临床

表现、血生化指标、影像学及基因突变情况，中性磷治疗后病情转归，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女，32 岁，因“间断骨痛伴乏力 8 年”入院。患者 2007 年起无诱因出现腰部、髋部及足

跟疼痛，骨痛进行性加重，并出现乏力、骨骼畸形。2015 年 4 月入院后患者接受了详细的体格检

查、血生化指标检测及影像学检查。体格检查见胸骨下陷、肋缘外翻、脊柱侧弯和后凸畸形。血生

化检测发现血磷、PTH、25-OHD 水平下降，ALP 水平上升。骨骼 X 线提示多发骨质软化，双侧股

骨颈及骨盆多发骨折。全身骨显像提示全身骨骼异常符合低血磷性骨软化症表现。双下肢、胸部

CT 平扫+三维重建均未发现明确占位。奥曲肽显像未见明显异常。PET/CT 未见异常高摄取灶。为

进一步明确病因，患者接受基因测序，并发现 TRIP11 基因的两个临床意义未明突变。TRIP 11 基

因位于 14q32.12，编码高尔基体微管相关蛋白 210（Golgi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210， 

GMAP-210）。通过复习 PubMed 及 EmBase 国外 2 篇相关文献报道，共检索得关于 TRIP11 突

变所导致的疾病报道 13 例，均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表型为软骨发育不全 IA 型。软骨发育不全

IA 型影像学具有特征性表现：腰椎骨化不全，骶骨，耻骨和坐骨去骨化（无骨化），临床上经常表

现为死产或早死。2015 年 4 月起患者接受中性磷 30ml 5 次/天、协达利 1000mg tid、罗盖全 0.5μg 

bid 口服治疗，骨痛及乏力明显缓解，能自行翻身、起立，无静息骨痛。 

结论  目前国际上尚无 TRIP11 基因突变与低血磷相关的报道，TRIP11 基因突变导致低磷骨软化需

进行进一步验证。 

 
 

PU-0074 

四例 TRPV4 相关性骨骼发育不良家系的临床及突变研究 

 
池玥,庞倩倩,许莉军,姜艳,李梅,王鸥,邢小平,孟迅吾,周学瀛,夏维波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本课题组在 2012-2013 年间收集了 3 例先天性脊柱侧弯家系及 1 例局限性指骨骨硬化的家

系，本研究的目的为： 

1、分析并总结这 4 例家系的主要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影像学特征等临床资料； 

2、通过高通量二代捕获测序及 Sanger 法测序验证明确这 4 例家系的致病基因； 

3、对致病突变进行初步的功能分析，并分析基因型-表现型的相关性。 

方法  1. 研究对象：收集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 3 例脊柱侧弯家系（F1、F2、F3）及 1

例指骨骨硬化家系 ( F4 ) 。 

2. 研究方法： 

（1）采集患者及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及血标本； 

（2）提取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 DNA； 

（3）将家系先证者的 DNA 送华大公司进行目的序列捕获测序； 

（4）针对发现的致病基因目的片段进行 PCR 扩增、Sanger 法测序验证； 

（5）对家系其他家族成员进行突变验证； 

（6）对错义突变进行功能预测，对剪切位点突变进行 RT-PCR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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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临床特征：本研究中的先证者 P1、P2、P3 均表现为幼年起病的先天性脊柱侧后凸畸

形、身材矮小，X 线片提示椎体扁平、半椎体畸形，伴骨盆及长骨干骺端发育异常。P1 表现为步

态蹒跚、双手小指弯曲，脊柱畸形较 SMDK 家系更严重。P2 还表现为上臂不能伸直，双下肢“X”

形，而 P3 先证者除身材矮小、脊柱侧凸以外，还伴有左侧股骨头半脱位。3 例 SMDK 家系的骨代

谢指标基本在正常范围内。P4 表现为冻伤后右手食指、中指增粗，双侧第 4、5 足趾变短，及部分

牙齿脱落。双手 X 线片示：右侧尺桡骨、腕骨，第 2-3 掌骨及指骨皮质增厚，骨密度明显增高。 

（2）致病基因突变检测结果 

通过高通量捕获测序，共发现了 2 个位于 TRPV4 基因的突变：第 11 外显子 c.1781G>A (p.R594H)

的杂合突变，为已知热点突变，可导致 SMDK；第 8 外显子剪切位点 c. 1491+1G>A 的新发突变，

可导致 FDAB。 

（3）RT-PCR 及克隆测序经 RT-PCR 及克隆测序分析，证实 c.1491+1G>A 突变可影响第 8 外显

子的剪切，导致转录后第 8 外显子的缺失。 

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中国人群中的 SMDK 家系和 FDAB 家系。在 3 例 SMDK 家系中检测出

c.1781G>A，揭示该突变可能也是中国人群 SMDK 的热点突变。FDAB 家系中检测出新的剪切位

点突变（c.1491+1G>A），该突变为 TRPV4 突变中报道的第一个剪切位点突变，本研究进一步扩

展了对这两种疾病临床表型谱及遗传突变机制的认识。 

 
 

PU-0075 

鞍区疾病不同 GH-IGF1 轴功能状态对骨代谢相关指标的影响 

 
杨雅然,钟历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鞍区疾病不同 GH-IGF1 轴功能状态对骨代谢相关指标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纳入于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鞍

区疾病（主要包括肢端肥大症、腺垂体功能减退）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69 例，根据 GH-IGF1 轴不

同功能状态分为：GH-IGF1 轴功能亢进组（肢端肥大症）、GH-IGF1 轴功能低下组（腺垂体功能

减退），并选取同期住院 GH-IGF1 轴功能正常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对照组。入组标准：1. GH-

IGF1 轴功能亢进组：符合我国肢端肥大症诊断标准；2. GH-IGF1 轴功能低下组：影像发现鞍区占

位，有手术/放疗等治疗记录，且 ITT 试验证实有 GH-IGF1 轴功能缺陷的腺垂体功能减退患者；所

有受试者住院期间规范治疗后，其他各靶腺轴替代良好；3. 2 型糖尿病患者符合 WHO1998 年 2 型

糖尿病诊断标准。排除标准：恶性肿瘤病史、糖尿病、严重肝肾功能受损、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等。

所有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测定

受试者腰椎后前位 L1-L4 和股骨颈的骨密度，并测量同期血钙、血磷、血碱性磷酸酶等生化指标。 

结果  1.一般资料：共入组受试者 69 例，其中 GH-IGF1 轴功能亢进组 22 例，男 10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 42.2±10.6 岁（年龄 28-68 岁）；GH-IGF1 轴功能低下组 25 例，男 13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 44.2±13.2 岁（年龄 25-67 岁）；对照组 22 例，男 12 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

58.0±8.1 岁（年龄 36-68 岁）。2.三组间骨密度 T 值（min）、T 值（全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值均<0.05）。三组间血钙、血磷、碱性磷酸酶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骨密度 T 值（min）为因变量，以年龄、血钙、血磷、碱性磷酸酶为自

变量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亢进组 Y=-3XP+0.003XALP(F=4.523 ， P=0.025) 、低下组 Y=-

0.043XAge (F=8.823，P=0.007)、对照组 Y=-1.269XP (F=6.11，P=0.023)。 

结论   GH-IGF1 轴不同功能状态三组患者的骨密度水平为：亢进组>对照组>低下组。GH-IGF1 轴

不同功能状态对骨密度的影响机制仍不清楚，但血磷水平的变化调控骨代谢的潜在可能性有待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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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6 

HPGD 基因突变导致的原发性肥厚性骨关节病 

伴下肢巨大软组织肿物 1 例罕见病例报道 

 
庞倩倩 1,2,许玉萍 1,3,姜艳 1,李梅 1,王鸥 1,邢小平 1,秦岭 2,夏维波 1 

1.北京协和医院 

2.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 

3.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肥厚性骨关节病（PHO）是一类可导致多器官功能受累的罕见遗传性疾病，其特征性

临床表现主要为杵状指，皮肤增厚和长骨骨膜增生，并可伴随皮脂腺增生，多汗，肢端骨溶解，关

节肿胀和疼痛等多器官累及症状。目前发现 2 个基因和该疾病有关，15-羟前列腺素脱氢酶

（HPGD）和阴离子转运蛋白家族 2A1（SLCO2A1）基因突变均导致体内前列腺素 E2（PGE2）

代谢障碍，PGE2 水平升高，但两种突变导致的 PHO 亚型在临床上有差异。HPGD 是主要的前列

腺素代谢酶。大量研究发现 15-羟前列腺素脱氢酶具有肿瘤抑制活性，其功能障碍可导致结肠癌，

肺癌，膀胱癌和乳腺癌等各种肿瘤的产生。但迄今为止，未有 PHO 患者关于肿瘤产生的报道。本

文通过对 HPGD 基因突变导致的 PHO 伴下肢巨大软组织肿物的一例罕见病例研究，深化临床医生

对于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门诊收集 1 例具有 PHO 典型症状但伴有下肢巨大肿物的 PHO 患者，

利用 Sanger 测序法对 SLCO2A1 和 HPGD 基因 PCR 扩增测序，进行 PHO 患者遗传学确诊；随

后对患者进行临床资料收集研究，收集资料包括：一般临床症状，生化检查，双下肢 X 线，MRI 和

CT 血管照影，以及左侧肿物组织的病理活检，以明确肿物来源和性状。 

结果  基因分析发现患者为 HPGD 已报道纯合突变（c.310_311delCT）；临床分析发现患者具有

典型的 PHO 临床症状：“杵状指，皮肤增厚，骨膜增生”三联征；亦伴随掌跖多汗，肢端骨溶解和

关节肿痛等特殊症状。患者的血清及尿 PGE2 增高，符合 PHO 的特点。除此典型表现外，患者左

侧小腿内部和扪及大小约 10~15cm，周径为 44.5cm 的隆起；右小腿亦可扪及 2 处肿物，最大者周

径为 38cm。影像学发现：双下肢 MRI 回报左侧胫骨中段内侧见一类圆形肿块影，大小约

6.2cm*11.2cm*10.6cm，右侧腓骨上段可见大小约 1.0*1.2cm 混杂信号影，尚不明确来源于骨组织

还是软组织；随后双下肢 CT 血管照影示：双侧小腿前内侧软组织占位，内部脂肪成分伴钙化，左

侧为著，与周围组织分界不清。患者左侧肿物病理示：板层骨小梁增生，破坏，坏死，局部软组织

骨化，但活检中未见到恶性成分 

结论  本文首次报道了 1 例罕见的 PHO 合并下肢软组织巨大良性肿物患者，深化了临床医师对于

该特殊病例的认识，有助于临床诊断。 

 
 

PU-0077 

原发性肥厚性骨关节病患者骨微结构及生物力学特性分析 

 
许玉萍 1,2,庞倩倩 1,3,林园园 1,李梅 1, 王鸥 1,姜艳 1,邢小平 1,董进 2,夏维波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内分泌科 

3.香港中文大学 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 

 

目的  分析原发性肥厚性骨关节病（primary hepertrophic osteoarthropathy, PHO）患者骨微结构

特点，并结合有限元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es, FEA）对生物力学特性进行探索。 

方法  收集 2015 年 5 月至今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经遗传学诊断为 PHO，并行高分辨外

周骨定量 CT（High-resolution peripheral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HR-pQCT ）检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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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0 例，同时选取 20 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及 BMI 相匹配的正常人群进行扫描作为健康对

照。 

结果  20 例患者均为男性，经基因检测证实存在为 HPGD 或 SLCO2A1 基因突变。HR-pQCT 分析

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者相比，无论是在桡骨还是胫骨，PHO 患者的骨几何学结构（Tt.Ar、 

Tb.Ar、 Ct.Ar）显著高于对照人群（p<0.05），且在胫骨更为明显；体积骨密度参数（Total 

vBMD, Tb.vBMD, Ct.vBMD）较对照人群低 18.3%至 63.5%（p<0.05）；骨微结构参数中较为一

致的是 Tb.th 变薄（p<0.05），Ct.po 增大（p<0.05），Ct.th 增大（p>0.05）。骨生物力学参数

中，S、F.ult、（Tb.F/TF）dist 及（Tb.F/TF）prox 与对照人群相比无统计学差异，余参数无论是

在桡骨还是胫骨均小于正常人群（p<0.05）。 

结论  PHO 患者较正常人骨微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PHO 患者存在骨面积增大，体积骨密度减

小，变薄的小梁骨及不均匀分布的皮质骨，所以 PHO 患者的骨质量下降，但由于骨体积的增大使

患者的骨强度并未减低，因此 PHO 患者不易发生骨折。  

 
 

PU-0078 

新发现 COL1A1 基因突变致成骨不全合并泌乳素瘤一例 

及其家系分析 

 
韩松梅,金昕晔,肖海英,郭清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分析 1 例成骨不全合并催乳素瘤患者及其家系Ⅰ型胶原 α1 链(collagen, type Ⅰ, α1 chain, 

COL1A1)基因的突变情况。 

方法  收集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临床资料，并采集外周血标本，分离白细胞，提取基因组 DNA，以

聚合酶链反应扩增 COL1A1 基因各外显子并进行直接测序分析，同时与 50 名该地区健康非亲属人

员的该基因进行比对。 

结果  测序分析发现患者 COL1A1 基因第 24 位内含子存在剪切突变 c.1669-1 G>A，家庭成员中先

证者的父亲、二弟、侄子 3 人也存在该基因突变位点，其余表型正常者未见该基因改变。通过检索

发现该家系所携带的该基因突变未见报道。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 1 个新的 COL1A1 基因突变家系和突变位点，成骨不全与催乳素瘤的关系尚不

明了。 

 
 

PU-0079 

罗格列酮钠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疗效 

 
俸东升 

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罗格列酮钠（ROSIS）治疗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的疗效。  

方法  选择 90 例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分为 ROSIS 组（43 例）和对照(Con)组（47 例）。

ROSIS 组患者给予 ROSIS 4mg，1 次/d，单用或合用其他降糖药治疗（INS、DPP-4 抑制剂、

GLP-1 受体激动剂除外）；Con 组患者单用或合用降糖药（TZDs、INS、DPP-4 抑制剂和 GLP-1

受体激动剂除外）。治疗 6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体重指数(BMI)、腰围(WC)、血糖

(P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血脂、肝酶学、血清铁蛋白 (SF)、空腹胰岛素 (FINS)、ZJU 

Index、HOMA-IR、HOMA ISI 及 HOMA β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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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OSIS 组 BMI、WC 较前显著下降(P＜0.05)。两组 PG、HbA1c 较前显著下降(P＜0.05)。

ROSIS 组血脂显著改善(P＜0.05）。ROSIS 组 ALT、γ-谷氨酰转肽酶（GGT）、SF 及 ZJU Index

较前显著下降（P＜0.01）。 ROSIS 组 ALT、ALT/AST、GGT 及 SF 明显低于 Con 组(P＜0.05)。

ROSIS 组 HOMA-IR 较前下降，HOMA β 及 HOMA ISI 较前升高（P＜0.05）。两组间 HOMA-IR

比较，ROSIS 组下降明显（P＜0.01)。 

结论  ROSIS 治疗 T2DM 合并 NAFLD，疗效显著，并有一定减重、减围及调脂作用，可能主要与

其改善 IR 有关。   

 
 

PU-0080 

慢乙肝 Fibroscan 弹性值主要影响因素最佳临界点分析 

 
刘大凤,刘亚玲,王永,王伟,罗东霞,兰丽娟,包蕾,赵本南,高凤娇,罗川,何银生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目的  评价年龄、乙肝病毒携带年限、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估测慢性乙型肝炎(CHB)

患者明显肝纤维化的最佳临界点、敏感度及特异度。 

方法  测定 110 例 CHB 患者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计算 HOMA-IR，同时记录乙

肝病毒携带年限，检测 Fibroscan 弹性值（LSM），测定肝功能、乙肝标志物和 HBV DNA。以受

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评价年龄、乙肝病毒携带年限、 HOMA-IR 对 CHB 患者明显肝纤维化的

诊断价值。 

结果  ①110 例 CHB 患者中共有 44 人(40.00％)LSM＞12.5KPa，诊断明显肝纤维化；②经 LSM

诊断，CHB 年龄大于 45 岁者 55.01%、乙肝病毒携带年限大于 7 年者 48.28%、HOMA-IR 大于

1.15 者 50.88%有明显肝纤维化(LSM＞12.5KPa)；③ LSM 与年龄、FPG、乙肝病毒携带年限、

HOMA-IR 呈正相关，尤以年龄、乙肝病毒携带年限和 HOMA-IR 的相关性最好（r 分别为 0.324、

0.202、0.264、0.287; P 分别为 0.001、0.034、0.005、0.002）；④ 以年龄、乙肝病毒携带年

限、HOMA-IR 估测慢性乙肝患者明显肝纤维化的最佳切割点：年龄：45 岁，乙肝病毒携带年限：

7 年，HOMA-IR：1.15，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67.4%、62.0%、66.0%。最佳临界点的敏感性、特异

性：年龄为 59.1%及 68.2%；乙肝病毒携带年限为 61.4%及 59.1%；HOMA-IR 为 61.4%及

60.6%。 

结论  年龄、乙肝病毒携带年限、HOMA-IR 可用于估测慢性乙肝患者明显肝纤维化，但以年龄及

HOMA-IR 的准确率为高。年龄超过 45 岁、乙肝病毒携带年限超过 7 年及 HOMA-IR 超过 1.15 的

CHB 患者，肝纤维化程度更重。 

le="mso-spacerun:'yes';font-family:宋体;font-size:9.0000pt;" >ROC)曲线评价年龄、乙肝病毒携带

年限、 HOMA-IR 对 CHB 患者明显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PU-0081 

83 例空泡蝶鞍综合征的临床分析及识别探讨 

 
刘星 

鞍钢总医院 

 

目的  总结过去，提高(ESS)识别率 

方法  对本院 2004 年至 2009 年门诊、住院的经 CT 或/和 MRI 确诊的空泡蝶鞍综合征 83 例患者的

临床、实验室、内分泌激素测定及影像检查的资料，进行回顾性的对比分析 

结果  ①ESS 年发现数 13.83 个，占同期垂体占位病变的 5.47%；②女：男为 54：29，女性均龄

（47.3±11.6）岁，男性（43.7±15.3）岁；③影象检查：蝶鞍扩大占 95.78%；垂体受压变扁

56.43%，垂体未显示 40.96%；垂体柄延长者 18.07%，偏移者 10.84%；脑脊液充填 93.98%；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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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头痛、视物异常占 33.73%；垂体功能减退症 59.04%；意外发现 25.30%；溢乳者

13.25%；⑤本组提示多孕妇、产后大出血似有明确关系；⑥内分泌激素水平，单一激素缺乏

13.25%，部分缺乏 43.37%，后叶缺乏 7.23%，以 ACTH（42.17%）、GnH（39.76%）、TSH

（22.89%） 

结论   ESS 是一常见病，临床识别率较低，MRI 是确诊的最佳方式。 

 
 

PU-0082 

血清 1,5-脱水葡萄糖醇与 HbA1c≥6 的新发糖代谢异常患者 

餐后血糖及胰岛功能的关系研究 

 
谭园园,王尧,邱山虎,杨娇,陈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血清 1,5-脱水葡萄糖醇(1,5-Anhydroglucitol, 1,5-AG)较 HbA1c、GA 能反映短期血

糖的波动情况。现今有关 1,5-AG 与胰岛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我国人群中鲜有报道。本文将以江

苏省自然人群中新诊断的糖代谢异常者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索血清 1,5-AG 与餐后血糖及胰岛功

能（HOMA-IR、HOMA-β）的关系。 

方法  收集来自江苏 6 个地区约 2185 例自然人。所有受试者均进行 OGTT，并查血脂、肝肾功能

及血糖指标。运用公式 HOMA-IR=FINS ( mU/L) * FPG (mmol/L)/22.5 来评估胰岛素抵抗能力，

HOMA-β=20 *FINS [mU/L]/(FPG [mmol/L]–3.5)反映胰岛 β 细胞分泌功能。相关性分析分析 1,5-

AG 的相关因素，并分别对 1,5-AG、HbA1c、GA 进行分层寻找 1,5-AG 与 2h-PG、HOMA-IR、

HOMA-β 的关系，继而用逐步回归分析寻找 1,5-AG 的独立因素，最后对 BMI、腰围、腰臀比分层

分析探究 1,5-AG 与胰岛功能之间的关系受身体代谢指标的影响情况。 

结果  该人群中新诊断的 HbA1c≥6 的糖代谢异常者 477 名，1,5-AG 与 HbA1c、GA、FPG、2h-

PG、HOMA-IR 呈显著负相关（r 分别为 -0.559 -0.446 -0.518 -0.514 -0.209，p 均＜0.001），但

与 HOMA-β 呈正相关（r=0.239, p＜0.001）。组间比较发现 HOMA-IR、FPG、2h-PG 随着 1，5-

AG 水平的升高而逐渐下降，但 HOMA-β 先上升后有下降趋势。将 HbA1c、GA 进行四分位数分

层， 结果显示 1,5-AG 在每一个分层均与 PPG 呈负相关，且相关指数随着 HbA1c、GA 的升高而

升高。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发现 2h-PG 是 1,5-AG 的独立变量（标准 β=-0.304，p＜0.001）。对

BMI、腰围、腰臀比进行分层发现较低水平的 1,5-AG 伴随较高 BMI、腰围、腰臀比的糖代谢异常

患者，HOMA-β 反而越高。 

结论  1,5-AG 在江苏省新诊断的 HbA1c≥6 的糖代谢异常患者的不同血糖水平阶段均能很好地反应

2h-PG，1,5-AG 与胰岛素抵抗能力呈负相关，与胰岛 β 细胞分泌功能的关系可能受到身体代谢指

标因素 BMI、腰围、腰臀比的影响，故 1,5-AG 反应胰岛抵抗能力可能优于胰岛 β 细胞分泌功能。  

 
 

PU-0083 

体检人群腰臀比与代谢性疾病血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仲跻园,万沁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体检人群腰臀比（WHR）与代谢性疾病血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四川省泸州市参加免费体检的 470 名城乡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测量

及生化指标的检查。以男性腰臀比大于 9%；女性腰臀比大于 8%为分界点，分为腰臀比正常组

（男性 74 名；女性 27 名），腰臀比增大组 296 名（男性 100 名；女性 269 名），探讨腰臀比与

代谢性疾病血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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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腰臀比增大组体重、BMI、颈围均大于腰臀比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腰臀比正常组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低密度脂蛋白均低于腰臀比增大

组，腰臀比正常组高密度脂蛋白均大于腰臀比增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

男性腰臀比增大组 TG 大于正常组，女性腰臀比增大组 CHOL 大于腰臀比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调整了身高、BMI、餐后 2 小时血糖、甘油三酯后，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

现总人群中腰臀比与体重、颈围（OR 值=1.09 ，95%CI：1.0-1.2）、FPG（OR 值=1.2，

95%CI：1.06-1.89)）、CHOL（OR 值=2.04，95%CI：1.6,2.6）呈正相关（P<0.05），与 HDL-C

（OR 值=0.4，95%CI：（0.69-0.26）呈负相关。男性人群中腰臀比与体重（OR 值=1.77，

95%CI：1.06-2.94）呈正相关，与 HDL-C 呈负相关（OR 值=0.4，95%CI：0.46-0.1），女性人群

中腰臀比与 CHOL（OR 值=2.04，95%CI：1.6-2.6）呈正相关，与 HDL-C（OR 值=1.2，

95%CI：0.95,1.59）呈负相关。 

结论  腰臀比的测量有利于及早发现代谢性疾病血生化指标的异常。 

 
 

PU-0084 

女性流产次数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缪莹,万沁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女性流产次数与发生代谢综合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对泸州地区 2829 名≥40 岁成年女性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查，根据女性

流产史将参与者分为 0 次、1 次、2 次、3 次、>3 次流产五个组，比较五组参与者代谢综合征的发

生情况。通过单因素分析影响代谢综合征发生的危险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女性流产次数与发生

代谢综合征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在参与研究的 2829 名对象中，无流产史者 782 人，有 1 次、2 次、3 次及大于 3 次流产史者

分别为 742、700、348、257 人，代谢综合征总患病率为 38.5%（1089 人），五组对象代谢综合

征患病情况分别为 277（35.4%）、275（37.1%）、272（38.9%）、146（42.0%）、119

（4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以是否发生代谢综合征为因变量，以年龄、FPG、

2hPG、HbA1C、ALT、AST、GGT、Crea、TC、TG、HDL-C、LDL-C、SBP、DBP、BMI、腰

围、臀围、吸烟、饮酒、流产次数、自然流产次数、人工流产次数为自变量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年龄、空腹血糖、OGTT2h 血糖、HbA1C、ALT、AST、GGT、Crea、TC、TG 、HDL-C、

LDL-C、SBP、DBP、BMI、腰围、臀围、饮酒、流产次数、人工流产次数是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影

响因素。以是否为代谢综合征为因变量，分别以流产次数及人工流产次数为自变量，调整年龄、

FPG、2hPG、HbA1C、ALT、AST、GGT、Crea、TC、TG、HDL-C、LDL-C、SBP、DBP、

BMI、腰围、臀围、饮酒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流产次数及人工流产次数是代谢综合

征的危险因素，且随流产次数及人工流产次数增加，女性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在调整年

龄、FPG、2hPG、HbA1C、ALT、AST、GGT、Crea、TC、TG、HDL-C、LDL-C、SBP、

DBP、BMI、腰围、臀围、饮酒的影响后，有 1 次、2 次、3 次及大于 3 次流产史的女性发生代谢

综合征分别是无流产史的女性的 1.582、 1.68 、 2.259、 2.266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 

结论  女性流产次数与代谢综合征的发生有明显的相关性，并且随着女性总流产次数的增加，代谢

综合征的发生风险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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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5 

四川泸州地区中老年人群肝酶异常 

与代谢综合征前期转归的相关性研究 

 
周洪仿,万沁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四川泸州地区中老年人群代谢综合征前期的肝酶学特点及异常肝酶对代谢综合征前期患

者转归的影响。 

方法  选取四川省泸州市不同社区 40 岁以上代谢综合征前期人群 2820 名，根据代谢综合征前期不

同组分分为合并 1 种成分组（P-MS1）、合并 2 种成分组(P-MS2)，对代谢综合征前期患者进行基

线调查，比较 2 组人群的基线肝酶水平及肝酶异常的患病率、3 年后各组的转归情况及不同转归组

的基线资料，并分析异常肝酶对代谢综合征前期患者转归的影响。 

结果  1、基线调查时代谢综合征前期人群肝酶异常患病率为 12.4%，其中 ALT、AST、GGT 异常

的患病率分别为 2.6%、2.9%、10.7%，P-MS2 组 ALT 异常患病率、GGT 异常患病率较 P-MS1 组

高，ALT、GGT 水平较 P-MS1 组升高；2、3 年后 23.3%的 P-MS1 人群、40.7%的 P-MS2 人群转

归为代谢综合征，P-MS2 组转归风险是 P-MS1 组的 2.256 倍（OR=2.256，95％CI：1.916-

2.656，P =0.000），在转归各组中代谢综合征组的基线 ALT 异常患病率、GGT 异常患病率较代

谢综合征前期组高，而代谢综合征前期组较正常组高；3、转归为代谢综合征的人群随访时 ALT、

AST、GGT 水平均较基线水平升高，且随访时 AST、GGT 异常患病率较基线增加（P<0.05）；

4、多因素 log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混杂因素后，高密度脂蛋白升高是代谢综合征前期转归为

代谢综合的保护性因素，年龄、GGT 异常、高血压病史、食用甜食是其危险因素，基线 GGT 异常

患者转归为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 GGT 正常者的 1.572 倍（OR=1.572，95％CI：1.173-2.108，P 

=0.002）。 

结论  1.四川泸州地区代谢综合征前期人群合并有不同程度的肝酶异常，以 GGT 异常为主；

2.ALT、GGT 等肝酶学指标异常与代谢综合征前期密切相关，且随着 MS 组分的增加，代谢综合征

的发病率升高；3.GGT 异常是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可预测代谢综合征前期患者的转归。 

 
 

PU-0086 

利拉鲁肽对高海拔地区多囊卵巢综合征 

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作用的观察 

 
范晓霞 1,姚勇利 1,胡耀嘉 2 

1.青海省人民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观察利拉鲁肽对高海拔地区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我科住院的来自高海拔地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

组采用二甲双胍 500mg，3 次/d，口服，治疗组给予利拉鲁肽，第 1 周给予 0.6mg/d 皮下注 射，

一周后增加至 1.2mg/d，持续治疗 3 个月。检测指标为治疗前后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

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餐后 2 小时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体重、血脂、性激素

等，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记录用药期间低血糖发生情况和其他不良反应。 

结果  两组治疗后 BMI、HbA1c、FPG、PBG、TG、TC、LDL、胰岛素、HOMA-IR 较治疗前明显

降低（P＜0.05）,且治疗后治疗组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对照组血清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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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生成素（LH）、睾酮（T）下降，较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组均无低血糖及严重

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利拉鲁肽能有效控制高原地区 PCOS 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降低患者体重指数、改善血

脂水平及胰岛素抵抗，并有助于改善高雄激素血症。 

 
 

PU-0087 

川西高原地区代谢综合征患病率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黄晓飞,胡永波,钟晓卫,李华琦,傅徐泉,刘宜东,严同,陈利鸿,杨梅,蓝羚升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以代谢综合征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疾病已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难题，研究显示，近

十年来我国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仍在迅速上升，然而目前对于高海拔地区，尤其是川西高原地区代

谢综合征的患病情况仍缺少大规模研究数据。本研究通过在四川省得荣县开展大规模横断面调查，

了解高海拔地区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情况以及性别、年龄、居住地对其的影响。 

方法  自 2013 年 11 月到 12 月，总共调查 5053 名得荣县成年居民，代谢综合征采用 2004 年中华

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提出的诊断标准：（1）BMI≥25.0 kg/m2；（2）空腹血糖

≥6.1mmol/L 及（或）餐后 2 小时血糖≥7.8mmol/L，或（及）诊断为糖尿病正在治疗者；（3）血

压≥140 /90mmHg，或（及）确诊高血压病正在治疗者；（4）甘油三酯≥1.7mmol/L 及（或）

HDL-c 男性< 0. 9mmol/L，女性< 1.0mmol/L。以上四项具备至少三项即可诊断。 

结果  得荣县成年居民代谢综合征总体患病率为 3.6%。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5.9%比 1.8%，

p<0.001），乡镇地区居民患病率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居民（6.6%比 3.0%，p<0.001）。在这一高海

拔地区，超重及肥胖和高血压患病率要高于高血糖以及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分别为 31.6%、

29.7%、4.8%、9.1%），在这些代谢异常中，男性患病率均高于女性；除高血压外（24.2%比

30.7%，p<0.001），乡镇地区居民患病率均高于农村地区居民。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大

幅上升，在男性 50-59 岁年龄段（10.8%）、女性 60-69 岁年龄段（4.8%）中达到峰值，男性在

30-59 岁年龄段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 

结论  尽管川西高原地区居民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要低于全国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但是在这一地

区超重及肥胖和高血压相对高的患病率以及在男女之间、乡镇与农村地区之间患病率的区别表明了

目前我国代谢综合征防控的严峻形势，揭示了高海拔对代谢异常存在的不同影响，对高海拔地区代

谢综合征的防控提供了参考。 

 
 

PU-0088 

升高的血清肌酐水平与 NAFLD 发生风险的关联研究 

 
张伟伟,李晓永,张洪梅,秦利,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本研究探讨在中老年人群中血清肌酐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研究样本为 8850 位来自上海崇明地区年龄为≥40 岁的人群。包括病

史、生活方式等的调查问卷、人体测量学参数、实验室检测、及肝脏超声被执行。NAFLD 诊断通

过腹部超声（排除酗酒及其他肝病）。 

结果  所研究人群中 NAFLD 的患病率为 31.4%。NAFLD 组血清肌酐水平：66.8 µmol/L ，而 non-

NAFLD 组血清肌酐水平：65.6 µmol/L （P<0,001）。在所研究的人群中，在校正年龄和性别后血

清肌酐和 ALT（r=0.109，P<0,001）、AST（r=0.135，P<0,001）及 g-GT（r=0.134，P<0,001）

显著相关。在校正其他风险因素后，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第 5 五分位数血清肌酐水平值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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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风险较第 1 五分位数组显著增加，其 OR 值为 1.6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37-2.54），p<0.001)。 

结论  在中老年人群中，升高的血清肌酐水平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较高的血清

肌酐水平，即时在正常范围，也和较高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相关联。 

 
 

PU-0089 

代谢综合征对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左房内径的影响 

 
赵一品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代谢综合征(MS)对非瓣膜性心房颤动(AF)患者左房内径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269 例 AF 患者(125 例阵发 AF，

144 例持续 AF)，根据左房内径大小分为左房扩大组(左房内径≥35 mm,n=186)和左房正常组(左房

直径<35mm,n=83)，比较两组的临床资料特征、合并代谢综合征例数、生化检测、房颤类型、超

声心动图指标，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左房内径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果  左房扩大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显著高于左房正常组(P<0.05)。两组间年龄、高血压发生率、

尿素氮、肌酐水平、体质量指数、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间隔厚度、左室射血分数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左房内径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

房颤类型、尿酸水平及代谢综合征(OR 值分别为 1.141、1.320 及 3.617,P 值均<0.05)。 

结论  代谢综合征是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左房扩大的独立危险因素，控制代谢综合征的相关因素可以

作为改善心房重构的重要措施之一。 

 
 

PU-0090 

男性骨密度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张耀,马立川,马金辉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男性骨密度(BMD)与代谢综合征(MS)及其各组分之间的关系。 

方法  横断面回顾性研究，对象为保定地区男性体检人群，采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制定的

MS 诊断标准，分为 MS 和非 MS 组，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分析仪，测定腰椎 BMD。分析两组各

代谢指标差异及 MS 对 BMD 的影响。 

结果  6191 例受试者纳入研究。年龄 20-80 岁。健康体检男性人群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 9.5%，MS

的患病率为 31.64%。MS 组与非 MS 组相比，骨质疏松患病率、BMD 无显著差异(P>0．05)。MS

组分数目由 0 至 4 递增时，各组 BMD 值无显著差异(P>0．05)，但在校正 BMI 后，MS 组分数目

由 0 至 4 递增时，BMD 呈逐渐降低趋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

男性 BMD 与 BMI 和舒张压呈正相关，与年龄、收缩压和患脂肪肝呈负相关。 

结论  随着 MS 组分数目的增加，男性 BMD 逐渐降低。男性 BMD 与 BMI 和舒张压呈正相关，与年

龄、收缩压和患脂肪肝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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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1 

血清肝酶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马笑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血清肝酶水平是评价肝脏功能和肝脏疾病的最常见的指标。研究表明血清 γ－谷氨酰转移酶

(GGT)和谷丙转氨酶(ALT)对于 MetS 的发展是重要的预测因子。目前有关人群中 MetS 的患病率，

以及诊断 MetS 的最佳肝酶切点的研究还比较少。为此本文研究血清肝酶(ALT、AST、GGT)与

MetS 的相关性， 并进行相关性的比较。 

方法  本研究为 “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REACTION 研究)”的一部分。

调查时间自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受试者均来自河南省郑州市区及周边的 6 个社区，选择

6 个社区中≥40 岁的随机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 10011 人。从中选取资料完整并且无已知糖尿

病、肝脏、肾脏病史的 7888 人（2293 名男性及 5595 名女性）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搜

集、生化指标检测，统计学分析。 

结果  ①本组共 7888 人，年龄(40-92)岁。其中男性 2293 人，年龄(58.7±10.8)岁；女性 5595 人，

年龄(56.7±14.3)岁。MetS 的患病情况，男性 30.8%，女性 29.1%。② 根据 MetS 的组分数分为

0、1 个、2 个、3 个、4 个组分，比较五组间肝酶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出，无论在男性和女性，不

同 MetS 组个数分间，血清 ALT、AST、GGT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以是否为 MetS 为因变

量，分别校正年龄、BMI、吸烟等混杂因素，行血清肝酶水平与 MetS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以 3 种模型比较不同肝酶水平者 MetS 发病风险的差异。模型 1：不校正其他混杂因素；模型

2：校正年龄、BMI；模型 3：在模型 2 的基础上校正吸烟、饮酒情况，由模型 3 可见，在男性：以

Q1GGT 为基准比较，Q2GGT-Q4GGT 水平 OR 值分别为 1.483(95%CI: 1.058-2.080)、2.141(95%CI: 

1.515-3.027)、3.002(95%CI: 2.128-4.234)；在女性：以 Q1GGT 为基准比较，Q2GGT-Q4GGT 水平

OR 值分别为 1.225(95%CI: 0.971-1.544)、2.155(95%CI: 1.745-2.661)、3.580(95%CI: 2.864-

4.475)。 

结论   ①血清肝酶水平与 MetS 各个组分存在相关性②GGT 和 ALT 有可能可以作为持续的、早期

识别代谢紊乱的敏感指标。 

 
 

PU-0092 

小檗碱通过增加血清脂联素和增强胰岛素敏感性 

来改善高脂诱导的肾脏损害 
 

吴跃跃,查英,黄新梅,刘军,陈灶萍,王芳,徐炯,盛励,丁和远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主要通过小檗碱干预高脂喂养大鼠模型来探究小檗碱对胰岛素敏感性及肾脏损害的作

用。 

方法  用高脂喂养诱导糖耐量异常大鼠模型，小檗碱干预在高脂喂养 4 周后开始，小檗碱干预结束

后予行糖耐量试验及胰岛素耐量试验。Mass 及 PAS 染色用于肾脏组织的研究。ELISA 用于测定

CRP 及 TNF-a 的蛋白水平。Western blot 用于测定脂联素、脂联素受体 R1、R2 和 p-AMPK 的表

达水平。 

结果  发现小檗碱可以改善高脂喂养大鼠胰岛素抵抗，高脂导致大鼠肾脏系膜增生及基底膜增厚，

而小檗碱干预可以减轻这种损伤。 

结论  小檗碱保护肾脏的作用可能与小檗碱增加高脂喂养大鼠脂联素水平及上调肾脏组织脂联素受

体 R1、R2 和 p-AMPK 的表达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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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3 

毛壳素通过抑制有氧糖酵解途径 

降低 NLRP3 依赖性的 IL-1β 分泌 

 
吴冕,马伊雯,张明亮,陆俊茜,陈海冰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IL-1β 是痛风发作及其他炎症性疾病的重要效应炎症因子，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依赖的 IL-

1β 的分泌可能是治疗 IL-1β 相关疾病的新途径。毛壳素(chaetocin)是一种真菌代谢物，具有硫代二

氧代哌嗪结构，已知其他有该结构的化合物具有抗微生物，抗病毒，免疫抑制和抗炎活性，但是毛

壳素的抗炎作用没有研究报道。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IL-1β 的分泌及痛风发作的作用及机

制。 

方法  体外：培养骨髓来源巨噬细胞(BMDM)，毛壳素 100nM 预处理 12h，100 ng/ml 的 LPS 作为

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的第一信号处理 4h 后，MSU (500ug/ml)作为第二信号处理 4h 诱导成熟 IL-

1β 分泌，检测毛壳素对 IL-1β 分泌，糖酵解途径相关蛋白及 NLRP3 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体内：

给予 6-8 周龄 C57BL/6 公鼠足掌注射 MSU (3 mg/0.5 ml)构建痛风性关节炎模型，提前 72h 腹腔注

射毛壳素 0.25mg/kg 每天一次，检测足掌肿胀程度和炎症细胞浸润情况，观察毛壳素对痛风性关节

炎的作用。 

结果  毛壳素可以在 NLRP3 激活启动阶段抑制缺氧诱导因子 1α (Hif-1α)和己糖激酶 2 (Hexokinase 

2)，从而抑制 LPS 诱导的 TLR4 通路和有氧糖酵解激活，降低 NLRP3 和 pro-IL-1β 的表达。毛壳

素可以抑制 MSU 诱导的 ROS 产生，进而抑制 MSU 诱导的 NLRP3 炎性体激活，ASC 寡聚化和

IL-1β 的成熟及分泌。此外，在体内毛壳素可改善 MSU 诱导的关节炎，改善局部肿胀和炎性细胞

浸润。 

结论  毛壳素可抑制糖酵解途径及 IL-1β 分泌，为治疗痛风发作和其他 IL-1β 相关疾病的提供了新方

法和新途径。 

 
 

PU-0094 

依折麦布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临床研究 

 
王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以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所

致的临床病理综合征，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组分，它是一个基因、饮食和生活方式

相互作用的一个多因素的疾病。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观察依折麦布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治

疗效果，明确依折麦布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肝脏脂肪的影响。 

方法  纳入的研究对象是 12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住院患者，入选患者符合 2 型糖尿病和非

酒精性脂肪肝的诊断标准。治疗过程中未进行饮食和运动的调节。入选患者给予口服依折麦布 10 

mg/天连续治疗 3 个月，使用肝无创纤维化诊断中的 CAP 评分对肝脏脂肪进行定量，并取静脉血

测量治疗前后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肝功、血脂、25 羟维生素 D 的水平。 

结果  依折麦布治疗 3 个月后能显著改善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的水平，并能显著降低空腹血糖和糖

化血红蛋白的水平，然而依折麦布并不能显著减少肝脏脂肪相关的 CAP 评分，依折麦布并没有显

著降低肝脏转氨酶及血脂水平。 

结论  依折麦布短期治疗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病人并不能显著减少肝脏的脂肪含量。未来可

能需要更长期的和更大样本量的观察以明确依折麦布对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肝脏脂肪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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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5 

白细胞分类计数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 

 
张洪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发病率的关系。 

方法  纳入来自崇明地区的 9330 名年龄在 40 岁至 70 岁的居民，排除病毒性肝炎及饮酒等影响因

素后进入本研究的人数为 8079 人（2588 男性，5491 女性）。收集人体测量学数据并测定血白细

胞总数、分类计数及其他生化指标，每个受试者予以肝脏超声检查。对于基线无 NAFLD 的患者随

访三年后，每名受试者再次接受肝脏超声检查。 

结果  8079 个基线研究对象中 3526 个 NAFLD 患者（935 男性，2591 女性），4553 个非 NAFLD

患者（1556 男性，2997 女性），对 4553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随访三年，1257 人发展为脂肪肝

（303 男性，954 女性），2385 仍然保持非脂肪肝状态（694 男性，1691 女性），911 人失访。

基线时 NAFLD 组 WBC 水平明显高于非 NAFLD 组（6.22±1.52*109/l vs 5.66±1.45*109/l, 

p<0.001），中性粒细胞水平及淋巴细胞水平亦明显高于非 NFFLD 组（3.63±1.16*109/l vs 

3.33±1.14*109/l；p<0.001；2.13±0.61*109/l vs 1.92±0.85*109/l, p<0.001）。WBC 总数、中性粒

细胞水平、淋巴细胞水平与三年后 NAFLD 的发生独立相关，校正多重影响因素后，相对于最低四

分位水平，白细胞总数最高四分位水平 NAFLD 发生风险 OR 值为 1.77 (CI, 1.44 - 2.17), 中性粒细

胞最高四分位水平 NAFLD 发生风险 OR 值为 1.68 (CI, 1.37 - 2.06) ，淋巴细胞最高四分位水平

NAFLD 发生风险 OR 值为淋巴细胞 1.65 (CI, 1.34 - 2.04) 。 

结论  WBC 总数、中性粒细胞水平、淋巴细胞水平与 NAFLD 有关，是 NAFLD 发病率的独立危险

因素。 

 
 

PU-0096 

低血清脂联素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预测因子 

 
张洪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前瞻性探讨血清脂联素水平与三年后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发病率的关系。 

方法  纳入来自崇明地区的 1325 名年龄在 40 岁至 70 岁的居民，肝脏超声检查无脂肪肝，排除病

毒性肝炎及饮酒等影响因素。收集人体测量学数据并测定血清脂联素水平及其他生化指标。随访三

年后，每名受试者再次接受肝脏超声检查以确定是否发生脂肪肝。 

结果  三年后按照脂肪肝发生情况分组，NAFLD 患者基线血清脂联素水平明显低于未发生 NAFLD

者（1.75±0.89 ug/ml vs 2.37±1.01 ug/ml，p＜0.001）。经过多重校正后，在脂联素最高四分位数

水平 NAFLD 的发病风险显著低于最低四分位数水平 NAFLD 的发病风险，调整后的 OR 值为 0.57

（95%可信区间为 0.38～0.8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与三年后 NAFLD 的发生独立相关

的危险因素包括脂联素（P＜0.01）、性别（P＜0.01）、BMI（P＜0.001）、胰岛素（P＜

0.001）、糖化血红蛋白（P＜0.01）、胰岛素抵抗指数（P＜0.001），TG（P＜0.001）。 

结论  血清脂联素水平降低是中老年人 NAFLD 发生的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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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7 

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 

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之间的关系及其预测价值 
 

范能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TG/HDL-C) 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良好指标，而后者被认

为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重要机制之一，但目前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少。本

研究旨在探讨 TG/HDL-C 比值与 NAFLD 之间的关系以及 TG/HDL-C 比值在 NAFLD 中的预测价

值。 

方法  研究共纳入 21456 例参加体检的个体，检测研究对象的生化、血脂等指标，并通过 B 超诊断

NAFLD。按性别特异的 TG/HDL-C 比值的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组（Q1-Q4），比较各组

临床特征并分析 TG/HDL-C 比值与 NAFLD 患病风险之间的关系。此外，通过 ROC 曲线评价

TG/HDL-C 比值在 NAFLD 诊断中的价值和最佳切点。 

结果  本人群中 NAFLD 的患病率为 24.8%。随着 TG/HDL-C 比值的升高（Q1 组至 Q4 组），研究

对象的体重指数（BMI）、血压、空腹血糖（FPG）、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清尿酸（SUA）等均逐步升高，而

HDL-C 则明显降低（趋势 P 值< 0.001）。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在校正性别、年龄、BMI、血

脂、血糖等指标后，与 TG/HDL-C 第一个四分位数组（Q1 组）相比，Q2、Q3、Q4 组 NAFLD 的

患病比值比分别为 2.1 (95% CI 1.8-2.6, P < 0.001)，3.6 (95% CI 3.0-4.3, P < 0.001) ，9.2 (95% 

CI 7.6-11.1, P < 0.001). 此外，ROC 曲线分析表明，TG/HDL-C 在女性中诊断 NAFLD 的 AUC 为

0.85(95% CI 0.84-0.86, P < 0.001)，最佳切点为 0.9，敏感性 78.8%，特异性 77.3%；而在男性

中，TG/HDL-C 诊断 NAFLD 的 AUC 为 0.79(95% CI 0.78-0.80, P < 0.001)，最佳切点为 1.4，敏

感性 70.7%，特异性 73.5%。 

结论  TG/HDL-C 比值与 NAFLD 密切相关，在预测 NAFLD 中具有良好的价值。 

 
 

PU-0098 

Orexin A 通过 OX1R/HIF-1α 干预 HepG2 人肝癌细胞葡萄糖 

摄取和有氧代谢的研究 

 
刘媛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增食欲素（orexin）是与能量代谢密切相关的下丘脑神经肽，通过与其受体（OX1R/OX2R）

结合发挥生物学效应。目前，关于增食欲素对肿瘤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鲜有报道。本研究以

HepG2 人肝癌细胞为研究对象，探讨外源性 orexin A 对 HepG2 细胞葡萄糖摄取和有氧代谢的影响

以及缺氧诱导因子 1α（HIF-1α）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免疫印迹、免疫荧光鉴定 HepG2 人肝癌细胞 OX1R/OX2R 的表达。体外培养 HepG2 细胞，

给予不同浓度 orexin A (10-9-10-7 M) 处理，加或不加 OX1R 抑制剂，HIF-1α 抑制剂。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葡萄糖转运蛋白 1（GLUT1）、HIF-1α 表达、Akt/mTOR 磷酸化水平；Real-time PCR

检测 HIF-1α、乳酸脱氢酶（LDHA）、丙酮酸脱氢酶 B（PDHB）、丙酮酸脱氢酶激酶 1（PDK1）

的 mRNA 水平；免疫荧光检测 HIF-1α 核转位；测定细胞的葡萄糖摄取水平、乳酸含量、ATP 水平

以及线粒体丙酮酸脱氢酶（PDH）酶活性。 

结果  HepG2 人肝癌细胞中有 OX1R 的表达，且对外源性 orexin A 高度敏感，未检测到 OX2R。

Orexin A 在常氧条件下通过 OX1R 增加 HIF-1α mRNA、蛋白水平，并促进其核转位。增加的 H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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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α 蛋白表达与 PI3K/Akt/mTOR 通路的活化有关。Orexin A 通过 HIF-1α 增加细胞 GLUT1 表达、

葡萄糖摄取及细胞 ATP 水平。此外，orexin A 增加 PDHB mRNA 表达及线粒体 PDH 酶活性；抑

制 LDHA、PDK1 mRNA 表达及乳酸含量，但用抑制剂阻断 HIF-1α 后，orexin A 对 HepG2 细胞的

上述作用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结论  在常氧条件下，orexin A 通过 OX1R 促进 HIF-1α 表达及核转位，进而上调 GLUT1 表达，增

加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以及 ATP 水平。Orexin A 干预 HepG2 细胞内葡萄糖的代谢方向，促进有氧

代谢，抑制糖酵解，而这一作用并不依赖于 HIF-1α 通路。 

 
 

PU-0099 

贵阳市城区 40 岁以上女性初产年龄与代谢综合征患病关系的 

横断面研究及发病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李虹漫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女性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患病率均高于男性，MS 带来的心血管疾病的不

良后果在女性中尤为突出。本课题以贵阳市城区 40 岁以上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生育因素与 MS

患病及发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在 2011 年，调查贵阳市城区 40 岁以上人群，其中女性总人数 7321 人，进行问卷调查、体

格检查、相关生化指标测定。最终将基线资料相对完善的 5430 名女性纳为患病率分析对象。基线

中患 MS 者 2476 名，非 MS 2954 名。将基线资料中非 MS 女性纳入前瞻性研究分析，经过 3 年随

访，剔除失访及资料缺失、数据不确定者、既往无生育史及患严重的慢性疾病女性后，MS 发病人

数为 746 名，未发病人数 2208 名。按照国际糖尿病联盟 2005 年 MS 的诊断标准。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将初产年龄分为五组，小于 20 岁，20~24 岁，25~29 岁，30~34 岁，大于等于 35 岁，基线

组女性 MS 患病率分别为 52.61%、49.26%、43.77%、40.58%、38.7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前瞻性研究中经过随访女性 MS 各组发病率分别为 19.00%、25.03%、26.56%、

21.33%、30.61%，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 MS 患病及发病的可疑因素分别予二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横断面研究中，结果显示初产年龄、巨大胎史与女性 MS 患病相关。在前

瞻性研究中，结果显示实际年龄、初潮年龄与 MS 发病相关。 

结论  在横断面研究中，贵阳市 40 岁及以上女性初次生育年龄小于 20 岁的女性 MS 患病率最高，

大于等于 35 岁 MS 患病率最低，随着初产年龄的增高 MS 患病率逐渐降低。初产年龄早可能会增

加 MS 的患病风险。而在前瞻性研究中，初产年龄对 MS 发病率无明显影响。实际年龄是女性 MS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初潮年龄是女性 MS 发病的保护因素（P＜0.05）。 

 
 

PU-0100 

Forkhead box Q1 通过 SIRT1 调控衰老 

相关炎症的分子机理研究 

 
王攀,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衰老细胞可以分泌多种炎症因子，称为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衰老相关分泌表型被

认为是老年哺乳动物组织内低水平慢性炎症的重要来源，可能会促进糖尿病等许多老年相关疾病发

生。由于 SASP 具有年轻时抑制肿瘤形成、衰老时促进肿瘤等老年病发生等多重作用，故其已成为

近年衰老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表明 Forkhead box Q1（FOXQ1）在多种肿瘤细胞中高表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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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及转移，但其与细胞衰老的关系仍知之甚少。我们欲研究 FOXQ1 基因在人成

纤维细胞中的表达，通过构建逆转录病毒等研究其是否可以调控衰老相关炎症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首先提取年轻及年老人成纤维细胞细胞总蛋白，western blot 检测 FOXQ1 表达量，构建

FOXQ1 过表达及沉默逆转录病毒载体，稳定感染成纤维细胞，检测 FOXQ1 过表达或沉默后对细

胞衰老相关指标如衰老相关 β-gal 染色、生长曲线、细胞周期等的影响；Western blot 及 Real-time 

PCR 等检测 SIRT1，IκBα，p65，IL-6，IL-8 等基因表达，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检测 FOXQ1 在

SIRT1 启动子上的结合活性。 

结果  FOXQ1 在年轻成纤维中高表达，在年老细胞中低表达，FOXQ1 随着衰老进程表达量逐渐降

低。FOXQ1 过表达可以延缓细胞衰老，FOXQ1 沉默可促进细胞衰老。过表达 FOXQ1 能够上调

SIRT1 的表达，抑制 IL-6/8 的分泌，反之则抑制 SIRT1 表达，促进 IL-6/8 的分泌。FOXQ1 可以通

过 SIRT1-NF-κB 信号通路调控衰老相关炎症分泌，从而调控细胞衰老。 

结论  FOXQ1 可以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衰老，其主要通过转录正调控 SIRT1 表达，抑制衰老

相关炎症因子 IL-6/IL-8 表达进而调控细胞衰老。我们揭示了衰老相关炎症调控新的途径，对认识衰

老相关炎症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PU-0101 

mGPDH 改善糖尿病和肥胖相关的骨骼肌质量异常 

 
廖倩,郑宏庭,刘羞菲,瞿华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骨骼肌质量的异常在糖尿病和肥胖等慢性代谢性疾病中非常常见，但是其机制未明。线粒体

甘油磷酸脱氢酶（mGPDH）参与糖酵解，脂肪酸合成和氧化磷酸化过程，前期研究发现糖尿病和

肥胖动物模型中 mGPDH 表达降低的现象，因此本研究拟通过调控 mGPDH 在糖尿病和肥胖动物

模型骨骼肌中的表达水平来探讨 mGPDH 对肥胖和糖尿病骨骼肌质量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1）建立动物模型：选取一定数量 C57，STZ 和 ob/ob 小鼠，分为正常对照组、疾病组和

疾病+mGPDH 干预组，肌注 1.2%氯化钡制造骨骼肌再生模型。 通过 HE 和免疫荧光观察新生骨骼

肌的形态，Western-Blot 和 rt-PCR 观察骨骼肌相关蛋白的表达。 

（2）建立细胞模型：选取小鼠肌母细胞 C2C12 作为骨骼肌分化模型，分别进行 mGPDH 敲除和

过表达干预。通过 DNA 定量、Seahorse、 rt-PCR 和 Western-Blot 观察线粒体能量生成及其相关

基因的改变。 

结果  （1）疾病组新生肌肉的数量和横截面积明显小于正常对照组，疾病+mGPDH 干预组介于二

者间，骨骼肌相关蛋白（myogenin、MyHC 等）的表达在正常对照组中最高，在疾病组中表达最

低，疾病+mGPDH 干预组介于二者间。（2）干扰 mGPDH 表达使线粒体生物合成减少，能量生

成减少，氧化磷酸化相关基因降低，而过表达后相应增加。 

结论  mGPDH 降低与骨骼肌质量减少相关，增加 mGPDH 在骨骼肌的表达可缓解糖尿病和肥胖鼠

骨骼肌质量异常，这种作用的机制可能与 mGPDH 调节骨骼肌线粒体的能量生成相关。mGPDH 可

能作为维持糖尿病和肥胖病人骨骼肌质量的重要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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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02 

内蒙古某高校教职工体检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调查分析 

 
魏枫 1,马玉博 1,3,王彩清 2,赵若望 3,贾文祥 2 

1.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内蒙古科技大学 

3.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目的  调查分析内蒙古某高校教职工体检发现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分别收集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此高校教职工共 3290 人份体检资料，回顾性分析该人

群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与性别、年龄、饮食、活动、生化指标

（血肌酐、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糖）、血管等相关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  （1）2012 年、2014 年、2016 年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 18.7%、17.7%、23.4%。

（2）男性、高脂血症、食肉多是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内蒙某高校教职工体检发现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基本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不低于沿海地区；且

与当地饮食习惯（食肉多）、经济、性别、血脂、血糖、肌酐、活动量等多因素相关。 

 
 

PU-0103 

南充市社区老老年人群血尿酸水平及相关因素分析 

 
袁宁,何明海,赵玉章,王晓娟,黄林俊 

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目的  了解南充市老老年（年龄在 80 岁及以上）社区人群血尿酸水平特点，并探讨老老年高尿酸血

症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横断面调查南充市顺庆区社区 80 岁及

以上常住居民共 553 人(男性 217 人，女性 336 人)，入户行问卷调查，社区服务站统一测量身高、

体重、腰围及血压，采集静脉血样测定尿酸、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甘油三酯(TG)、总

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酸与各因素关

系采取 spearman 相关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高尿酸血症患病危险因素。 

结果   （1）南充市顺庆区老老年人群血尿酸水平男性（ 387.29±91.74）μmol/L ，女性

（335±86.32）μmol/L ，男性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143，P＜0.01） 高尿酸

血症（HUA）现患病率为 24.3%，男性显著高于女性（26.4%对 22.1%，X2=20.8，P＜0.01）。

（2）随着尿酸水平的增高，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检出率也呈上升趋势（P＜0.01）。收缩

压、舒张压、血糖、HbA1C、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体重指数(BMI)随着尿

酸水平的增高，逐渐增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逐渐降低；（3）老老年男性血尿酸水平与舒张

压、餐后 2 小时血糖、TG 和 LDL-C 呈正相关，与 HDL-C 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189，0.321，

0.278，0.209，-0.316；P＜0.05）；老老年女性血尿酸水平与舒张压、餐后 2 小时血糖和 LDL-C

水平呈正相关，与 HDL-C 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163，0.269，0.178，-0.229；P＜0.05）

（5）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舒张压、餐后 2 小时血糖、甘油三酯(OR 分别为 1.810，

1.227，1.074，95% CI 分别为 2.021~1.672，1.428~1.007，1.112~1.003；P＜0.05）是老老年人

群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论  表明高尿酸血症者常伴随血脂异常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南充市 80 岁以上老老年社区人群

血尿酸水平与舒张压、餐后 2 小时血糖、甘油三酯相关，高尿酸血症患者伴发常伴随高血压、高血

糖及高血脂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应对危险因素进行综合防控，并注意血尿酸代谢异常所带来的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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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04 

Sirt1 基因与 Nrf2 基因多态性 

与汉族人群代谢 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陶婷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Sirt1 及 Nrf2 基因多态性与汉族人群代谢综合征有无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选取 964 名 2011 年浙江省杭州市某社区 40-65 岁常住汉族居民为研究对象,其中诊断

为代谢综合征共 141 名（MetS 组），非代谢综合征 549 名（non-MetS 组），记录其一般资料，

同时测定其临床指标。选取 Sirt1 rs2273773 T>C, Sirt1 rs7895833 G>A, Nrf2 rs6721961 A>C 为

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采用两对引物-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ith confronting two-pair primers，PCR-CTPP）技术鉴别相应基因

型。运用 SPSS22.0 软件比较 MetS 组与 non-MetS 组之间一般资料、临床指标、SNP 位点基因型

分布有无差异，同时分析 SNP 位点基因多态性是否为 MetS 的危险因素。 

结果  Sirt1 rs7895833 位点 AA 基因型携带者 MetS 患病风险是 AG 携带者的 2.54 倍（95%可信区

间：1.34 - 4.78；P=0.004)，GG 携带者的 1.91 倍（95%可信区间：1.04-3.51；P=0.038）。基因

型 AG 与 GG 携带者两组间 MetS 患病风险无统计学差异（P=0.166）. Sirt1 rs7895833 位点基因

型 GG、AG、AA 群体的 LDL-C 水平依次升高（回归系数±标准差：0.338±0.098；P=0.001）；基

因型 AA、AG 群体 LDL-C 水平显著高于基因型 GG 携带者（回归系数±标准差：0.272±0.077；

P<0.001）。基因型 GG、AG、AA 群体的总胆固醇水平依次降低 (回归系数±标准差： -

0.117±0.055;P=0.033)。基因型 AA、AG 群体 HOMA-IR 高于 GG 基因型（回归系数±标准差：

0.023±0.011;P=0.035）。基因型 AA、AG 携带者较 GG 相比空腹胰岛素水平较高（回归系数±标

准差：0.011±0.005;P=0.036）。 

结论  Sirt1 rs7895833 位点基因型 AA 携带者 MetS 患病率、血 LDL-C 水平、HOMA-IR 及空腹胰

岛素显著高于 AG 及 GG 基因型携带者,血总胆固醇水平则相反. 

 
 

PU-0105 

腹型肥胖与代谢综合征发生和转归的前瞻性研究 

 
余发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腹型肥胖对于代谢综合征发生和转归的意义。 

方法  本研究在 2010 年对沈阳社区 646 名居民进行代谢综合征情况的横断面调查。应用 MRI 测量

内脏脂肪面积，以 80cm2为切点进行分组比较。通过测定血脂、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血压、腹围

指标，依据 IDF 标准诊断代谢综合征。经过 1.5 年的随访，我们重新检测上述指标，判断代谢综合

征与非代谢综合征人群的转归情况。 

结果  1、2010 年沈阳地区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 35.14%。腹型肥胖（VFA≥80cm2）组，代谢综合

征患病率 55.48%，非腹型肥胖（VFA＜80cm2)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 18.36%。腹型肥胖

（VFA≥80cm2）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显著高于非腹型肥胖（VFA＜80cm2)组（P＜0.05）。 

2、初访时筛选出非代谢综合征 419 例，其中 280 例接受了随访，随访率 66.83%。这些非代谢综

合征人群经过 1.5 年随访，25.71%（72/280）发生代谢综合征。其中，腹型肥胖（VFA≥80cm2）

组，47.83%（44/92）发生代谢综合征，非腹型肥胖（VFA＜80cm2)组，14.89%（28/188）发生

代谢综合征。腹型肥胖（VFA≥80cm2）组非代谢综合征人群发生代谢综合征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腹

型肥胖（VFA＜80cm2)组（P＜0.05）。初访时筛选出代谢综合征 227 人，其中 163 例接受了随

访，随访率 71.81%。这些代谢综合征人群经过 1.5 年随访，26.38%（43/163）转归为非代谢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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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其中，腹型肥胖（VFA≥80cm2）组，18.80%（22/117）转归为非代谢综合征，非腹型肥胖

（VFA＜80cm2)组，45.65%（21/46）转归为非代谢综合征。腹型肥胖（VFA≥80cm2）组代谢综

合征人群转归为非代谢综合征的比例显著低于非腹型肥胖（VFA＜80cm2)组（P＜0.05）。 

结论  1、腹型肥胖（VFA≥80cm2）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显著高于非腹型肥胖（VFA＜80cm2)组，

而且代谢综合征组分数目聚集显著增加。2、基线时没有发生代谢综合征的腹型肥胖人群，经过

1.5 年随访，发生代谢综合征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腹型肥胖人群；基线时发生代谢综合征的腹型肥胖

人群，经过 1.5 年随访，转归为非代谢综合征的比例显著低于非腹型肥胖人群。3、腹型肥胖是现

在和将来发展为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 

 
 

PU-0106 

SLC12A3 基因新突变致 Gitelman 综合征 1 例报告 

 
王静,张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Gitelman 综合征(Gitelman syndrome,GS)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肾小管疾病，是导致遗传性低

钾血症的最常见原因之一，与位于 16 号染色体长臂上的 SLC12A3 基因突变有关。本研究报道 1

例以肢体麻木及四肢抽搐为主要表现的 GS，分析患者临床表现及生化特点，并通过检测该患者及

家族的 SLC12A3 基因，对 GS 这类罕见病进行深入探讨。 

方法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收治 1 例 GS 患者，女，27 岁，因反复肢体麻木及下肢

痉挛 2 年余入院。体格检查：血压正常，甲状腺无肿大，心、肺、腹检查无异常。实验室检查：低

血钾（ K+=2.7mmol/L ）、低 血氯（ Cl-=97.6mmol/L ）、碱中毒（ PH=7.47 ）、低血 镁

（Mg2+=0.49mmol/L）、尿钙/肌酐<0.2，肾素及醛固酮活性升高。该患者住院期间血钾始终未达

正常值（<3.5mmol/L）,电解质紊乱主要表现为低血钾、低血镁、低尿钙。通过对其及家族进行

SLC12A3 基因直接测序，发现该患者 SLC12A3 基因位点 exon2 c.424G>T(p.V142L)和 exon12 

c.1456G>A(p.D486N) 杂 合 突 变 ， 其 中 c.424G>T 位 点 为 新 突 变 ； 其 母 亲 携 带 exon2 

c.424G>T(p.V142L)杂合突变，其父亲携带 exon12 c.1456G>A(p.D486N)杂合突变；其后代是错

义突变的杂合子，携带 exon12 c.1456G>A(p.D486N)杂合突变。患者父母及后代均无临床症状及

生化改变。结合临床表现、生化检查及基因检测，诊断该患者为 GS。治疗给予氯化钾缓释片 1g

口服，一天三次；门冬氨酸钾镁片 0.6g 口服，一天三次；螺内酯 40mg 口服，一天三次。 

结果  3 月后，患者肢体麻木症状明显改善，无抽搐发作，血钾维持在 2.8-3.0mmol/L，血镁、钠、

钙、氯均正常。1 年来患者未再出现严重低血钾相关的并发症。 

结论  GS 主要表现为低钾、低镁、低尿钙、代谢性碱中毒。该患者实验室检查与 GS 典型电解质

紊乱相符。其 GS 诊断的金标准是基因检测，本例 SLC12A3 基因位点 c.424G>T 的突变尚未见国

内外的文献报道，推测这种突变导致蛋白结构的改变，从而影响其功能。此次新发现的 SLC12A3

基因突变不仅丰富了 GS 基因突变谱，而且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 

 
 

PU-0107 

穴位埋线治疗女性冲任失调型痤疮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丽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穴位埋线治疗女性冲任失调型痤疮量表积分及中医相关症候变化，比较埋线和针刺

治疗本病的差异，为临床治疗冲任失调型痤疮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方法  纳入 2016.7-2016.12 就诊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皮肤科、校医院符合诊断标准

的冲任失调型痤疮病女性患者，总样本量 56 例。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将全部患者分为穴位埋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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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和针刺组（对照组），每组 28 例。取穴：关元、气海、三阴交（双侧）、血海（双

侧）、肾俞（双侧）、肝俞（双侧）、肺俞（双侧）、足三里（双侧）、太冲（双侧）。穴位埋线

组（治疗组）按穴位埋线操作流程，每周治疗一次，一月为一疗程，共治疗三个疗程。针刺组（对

照组）按针刺操作流程，隔天针刺，一个月为一疗程，共治疗三个疗程。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

治疗后痤疮皮损积分及中医相关症状积分。运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治疗前与治疗后两组患者痤疮皮损积分、中医症候积分，组内比较 P<0.05，说明穴位埋

线和普通针刺都能改善痤疮患者皮损积分，改善中医临床症状。 

2、在痤疮皮损积分改善方面，治疗组有效率为 88.46％，对照组有效率 84.00%，两组差异 P 值大

于 0.05，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穴位埋线和普通针刺治疗冲任失调型痤疮患者在皮损改善方面，

疗效相当。在改善中医临床症状方面，治疗组有效率 96.15%，对照组有效率 88.00%，两组比较

差异 P 值大于 0.05，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穴位埋线和普通针刺治疗冲任失调型痤疮患者在改善中

医临床症状方面，疗效相当。 

结论  穴位埋线疗法可以有效的改善痤疮患者皮损积分、改善中医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PU-0108 

利拉鲁肽调节 Nrf2 通路减轻高脂培养 HepG2 细胞中氧化应激 

 
朱崇贵,郭伟红,刘雅馨,朱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氧化应激被认为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而目前并无有效的

药物治疗手段。GLP-1 受体激动剂很有可能成为治疗 NAFLD 的药物之一。而已经有文献证明利拉

鲁肽可以减轻 NAFLD 中氧化应激。Nrf2 通路在抗氧化应激中起到关键作用。本研究利用培养

HepG2 细胞方法，观察利拉鲁肽是否可以通过调节 Nrf2 通路从而达到减轻高脂诱导氧化应激的目

的。 

方法  将 HepG2 细胞分为 4 组：正常组，高脂培养组，高脂+利拉鲁肽组和高脂+利拉鲁肽

+exendin 组，培养 48 小时。使用油红 O 染色观察 HepG2 细胞脂质沉积情况。应用试剂盒测定各

组细胞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水平，以及抗氧化应激酶水平，包括过氧化氢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性。应用 qRT-PCR 方法测定 Nrf2 及其靶基因表达水平。应用免疫荧光和 WB 方法测定 Nrf2 在细

胞中表达和定位。 

结果  利拉鲁肽可以减少高脂培养 HepG2 细胞中脂质形成，降低丙二醛水平并增加抗氧化酶活

性。利拉鲁肽可上调 Nrf2 靶基因（Gclc, Hmox1, Sod2，Cat）的 mRNA 水平的表达，并增加 Nrf2

蛋白在 HepG2 细胞核中水平的表达。 

结论  本研究观察到利拉鲁肽可通过促进高脂培养 HepG2 细胞中 Nrf2 核转移，从而上调抗氧化酶

活性，达到抗氧化应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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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09 

维格列汀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肝内内质网应激 

 
马晓庆 2,1,4,杜文华 4,2,于春晓 4,2,邵珊珊 2,4,景斐 2,4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山东省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3.山东省省立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研究所 

4.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维格列汀为一种 DDP-4 抑制剂，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DDP-4 抑制剂有许多降糖外的作

用，其中有改善脂肪肝的作用，而内质网应激与肝内脂质沉积关系密切，本研究目的为观察维格列

汀是否可改善高脂诱导的肝内内质网应激及脂质沉积。 

方法  体内实验中，将 29 只 7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3 组：普通饮食组（n=9）,普通饲

料的热量为 14.09KJ/g，混合高脂喂养组（n=10）,高脂饲料热量为 17.05KJ/g，混合高脂饮食+维

格列汀（50mg/Kg/d）组（n=10）,干预 12 周。观察三组小鼠肝内甘油三酯的含量及肝内内质网应

激情况。体外实验中，利用饱和脂肪酸-棕榈酸诱导 HepG2 细胞，同时加入维格列汀，观察维格列

汀对于棕榈酸诱导的肝细胞内的内质网应激是否有效。 

结果  从 HE 染色及油红 O 染色看高脂饮食组小鼠肝脏组织中脂质沉积最多，维格列汀组次之，普

通饮食组最少；与普通饮食组相比，高脂饮食组小鼠肝脏组织中甘油三酯含量增加了 443.41%，

应用维格列汀后甘油三酯含量下降 42.42% 。电镜下，高脂饮食组小鼠肝细胞中可见到脂滴，同时

发现肝细胞内内质网排列不规则，内质网腔扩张，内质网上的颗粒减少，而上述情况在维格列汀组

明显减轻。高脂饮食组小鼠肝脏组织中内质网应激的主要标志物 Bip 不论在 mRNA 水平还是蛋白

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内质网应激信号通路上的主要蛋白：磷酸化 IRE1α、xBP1、磷酸化

PERK、磷酸化 eiF2α 的蛋白表达均明显增加，而在维格列汀组，上述标志物表达明显下降。说明

维格列汀能够减轻高脂诱导的肝内内质网应激。体外实验中发现棕榈酸在体外可诱发肝细胞内质网

应激，应用维格列汀后肝细胞内质网应激减轻；同时采用毒胡萝卜素作为诱导肝细胞内质网应激的

阳性对照，发现维格列汀同样能减轻毒胡萝卜素诱导的肝细胞内质网应激。 

结论   

1. 混合高脂喂养可导致小鼠肝内脂质沉积； 

2. 混合高脂饮食可导致小鼠肝组织内内质网应激； 

3. 维格列汀能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肝内内质网应激，能改善高脂饮食导致的肝内脂质沉积； 

4. 在体外，维格列汀能改善棕榈酸诱导的 HepG2 细胞内质网应激，说明维格列汀改善高脂饮

食诱导的肝内内质网应激并非完全依赖于体内 GLP-1，而是有药物的部分直接作用。 

 
 

PU-0110 

SIRT3 在肝脏内质网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徐曦,朱小鹏,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研究肝脏内质网应激反应和 SIRT3 的关系，探索 SIRT3 在肝脏内质网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及机

制。 

方法  在衣霉素（tunicamycin，TM）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小鼠模型中，称取小鼠体重和肝重，使用

H&E、油红 O 染色和甘油三酯（TG）定量,观察肝脏病理变化和肝脂沉积情况，肝脏脂质代谢相关

基因的转录表达变化使用 real-time PCR 检测, Western blotting 检测肝脏组织中 SIRT3 表达的变

化。并且在 TM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肝细胞模型中，使用油红 O 染色和 TG 定量细胞内脂质，并检测

SIRT3 的表达变化。过表达 SIRT3 后 TG 定量肝细胞内脂质含量，Western blotting 检测内质网应

激相关蛋白的表达。在内质网应激肝细胞模型中，使用免疫荧光（IFC）以及分离线粒体蛋白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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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蛋白的方法，检测 SIRT3 和内质网应激感受器葡萄糖调节蛋白 78（GRP78）两者在细胞质和线

粒体中的定位和表达。免疫共沉淀（CO-IP）技术检测 SIRT3 和 GRP78 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

免疫沉淀（IP）检测在 SIRT3 表达下调对 GRP78 乙酰化水平的影响。 

结果  1)  在 TM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小鼠模型中，肝重/体重数值增加，肝细胞脂肪变性伴 TG 含量增

加，肝脏脂肪酸氧化和脂质合成相关基因的转录均下调，肝脏组织中 SIRT3 表达降低。 

2)  在 TM 诱导的肝细胞内质网应激反应模型中，SIRT3 的表达下调，肝细胞内 TG 含量增加。过

表达 SIRT3 可以下调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的表达，减少肝细胞内 TG 含量。 

3)  在 TM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肝细胞模型中，IFC 提示 SIRT3 和 GRP78 两者在细胞质中共定位；

分离线粒体蛋白和胞浆蛋白后显示 SIRT3 和 GRP78 两者在线粒体中共表达；CO-IP 说明 SIRT3

和 GRP78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最后在四种 SIRT3 蛋白表达下调的动物和细胞模型中，发现 SIRT3

表达下调增加 GRP78 的乙酰化水平。 

结论  肝脏内质网应激引起肝脂沉积并抑制 SIRT3 的表达，SIRT3 可以调节肝脏内质网应激反应和

其诱导的脂质沉积，机制可能和去乙酰化 GRP78 有关。 

 
 

PU-0111 

SIRT3 在介导小檗碱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中的作用及机制 

 
徐曦,朱小鹏,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小檗碱(BBR)具有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代谢益处，肝脏脂肪酸 β 氧化（β-OX）

受抑参与了肝脂沉积的发生。SIRT3 通过去乙酰化脂肪酸 β-OX 过程关键代谢酶，调节肝脏脂肪酸

β-OX，本研究旨在探索 BBR 对肝脏脂肪酸 β-OX 的影响和 SIRT3 在 BBR 改善 NAFLD 小鼠肝脂

代谢中的作用和机制。 

方法  使用高脂饮食（HFD）诱导建立 NAFLD 小鼠模型，并在正常饮食（Chow）和 HFD 喂养的

小鼠中，分别使用溶剂（Vehicle）或 BBR 干预，使用 H&E、油红 O 染色、定量肝脏组织甘油三

酯(TG)和胆固醇（TC）含量的方法，观察 BBR 对 NAFLD 小鼠肝脏脂质沉积的影响。real-time 

PCR 检测 BBR 对 NAFLD 小鼠肝脏脂代谢相关基因转录的作用。质谱技术检测肝脏组织中脂酰肉

碱的含量，观察 BBR 对 NAFLD 小鼠肝脏脂肪酸 β-OX 的影响。使用 SIRT3 全身敲除（KO）的小

鼠，给予 HFD 喂养后，比较两种基因型的小鼠在给予溶剂或 BBR 干预后的差异。Western 

blotting 检测小鼠肝脏组织中 SIRT3 的表达变化，免疫沉淀技术（IP）检测 SIRT3 去乙酰化底物长

链脂酰辅酶 A 脱氢酶（LCAD）的乙酰化水平。 

结果  1)  H&E、油红 O 染色、肝脏 TG 和 TC 定量显示 BBR 可以减少肝脂沉积，调节肝脏脂质代

谢基因的转录。BBR 可以增加 NAFLD 小鼠肝脏组织中短链脂酰肉碱的含量，促进肝脏脂肪酸 β-

OX。2)  BBR 减少肝脂沉积，改善肝脏脂质代谢基因转录，促进肝脏脂肪酸 β-OX 的作用，在野生

型（WT）小鼠中均能被重复出，但是在 KO 小鼠中消失。3)  NAFLD 小鼠肝脏组织中 SIRT3 的表

达较 Chow 饮食组显著下调，LCAD 乙酰化水平增加，BBR 可以逆转 SIRT3 的表达受抑，降低

LCAD 的乙酰化水平。但是在 KO 小鼠中，BBR 降低 LCAD 乙酰化水平的作用消失。 

结论  BBR 改善 NAFLD 小鼠全身糖脂代谢以及促进肝脏脂肪酸 β-OX 的作用部分依赖 SIRT3。其

中 BBR 改善 NAFLD 小鼠肝脏脂肪酸 β-OX 受抑的作用，主要通过上调 NAFLD 小鼠肝脏 SIRT3 的

表达，降低 LCAD 的乙酰化水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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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2 

深圳地区单中心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 

常规筛查 HLA-B* 5801 卫生经济学评价 

 
程恒 1,阎德文 1,左馨 1,刘君英 1,刘文兰 1,张幼明 2 

1.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2.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目的  了解深圳地区单中心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 HLA-B*5801 基因阳性率，探讨高尿酸血症与痛

风患者常规筛查 HLA-B*5801 基因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卫生经济学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筛查 HLA-B*5801 基因的 253 例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的临

床资料，计算 HLA-B*5801 基因阳性率；在 253 例患者中，剔除资料不完整患者共 86 例（未记录

痛风史 39 例、未记录 24 小时尿酸值 44 例、无法计算 eGFR 3 例），将剩余资料完整的 167 例分

为可能选用别嘌呤醇组（A）和不选用别嘌呤醇组（B：b 苯溴马隆组+f 非布司他组）。经临床资料

统计，获知别嘌呤醇组（A）和不选用别嘌呤醇组（B：b 苯溴马隆组+f 非布司他组）两组 HLA-B* 

5801 阳性检出率；分析并比较在高尿酸血症或痛风人群中常规筛查 HLA-B* 5801 基因或选择性筛

查 HLA-B* 5801 基因的经济成本。通过四个模型分析评估用药前常规筛查 HLA*B5801 基因的经济

学价值。 

结果  253 例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 HLA-B* 5801 阳性检出率为 11.9%（30/253）；资料完整的

167 例患者中 A 组与 B 组基因阳性率分别为 15%(18/120) 、12.8%(6/4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11）。Model1、Model2 可知，别嘌呤醇+基因检测费用低于非布司他费用。Model3、

Model4 可知，用药前常规检测 HLA*B5801 基因费用低于直接使用非布司他。此外，临床上，使

用别嘌呤醇前不筛查基因发生严重皮肤过敏反应所致费用远超过规范用药费用。 

结论  深圳地区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 HLA-B*5801 基因阳性率为 11.9%，与已要求筛查该基因的

台湾地区（10.4%）相当；深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可能对了解中国大陆基因阳性率具有借鉴性。

模型分析提示在需要长期治疗的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中，对于经济条件不佳的患者而言，与非布

司他相比，别嘌呤醇并检测 HLA-B*5801 基因有良好的经济学价值。综上，在深圳地区及其他经济

发达地区（有条件开展相关基因检测）的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应当筛查 HLA-B*5801 基因，可能

对中国新指南的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当别嘌呤醇效果欠佳、HLA-B*5801 阳性、重度肾功能不全、

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可选用非布司他。 

 
 

PU-0113 

阿托伐他汀治疗 24 周对 2 型糖尿病中伴高 LDL-C 的非酒精性脂

肪肝病患者肝脏脂肪含量和腹部脂肪含量影响的 

一项随机开放标签试验 
 

王柳 1,2,常薪霞 1,2,颜红梅 1,2,夏明锋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 

2.复旦大学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比较阿托伐他汀 20mg.qd 与维生素 E300mg.qd 治疗 24 周对 2 型糖尿病中伴高 LDL-C 的非

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腹部脂肪含量、肝脏脂肪含量的影响及安全性。 

方法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展，时间为 2013 年 6 月到 2016 年 11 月，共纳入 120 名 2 型糖

尿病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伴有高 LDL-C（LDL-C ≥2.6mmol/L）血症，入组前 3 个月未服

用任何调脂药物及维生素 E 的患者。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口服阿托伐他汀 20mg.qd 与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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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300mg .qd24 周。收集历史信息、人口学信息、既往史、人体测量参数及生化参数，采用质子

磁共振波谱分析（1H MRS）测定治疗前后腹部脂肪含量和肝脏脂肪含量。 

结果  阿托伐他汀组和维生素 E 组受试者均为 60 名。基线上，两组的年龄、糖尿病病程、BMI、腰

围、FPG、2hPG、HbAlc、空腹 C 肽、餐后 2 小时 C 肽、TG、TC、HDL-C、LDL-C 之间无差异

（p>0.05）。基线上，两组的内脏脂肪含量、皮下脂肪含量、肝脏脂肪含量无差异（p>0.05）。治

疗后，阿托伐他汀治疗组的内脏脂肪含量及肝脏脂肪含量都明显下降，维生素 E 治疗组中肝脏含量

明显下降（p<0.01）。两组之间的 BMI、腰围、FPG、2hPG、HbAlc、空腹 C 肽、餐后 2 小时 C

肽、GGT 无差异（p>0.05）。阿托伐他汀组相比维生素 E 组，其 TG、TC、LDL-C 明显降低

（p<0.01），HDL-C、ALT、AST 明显升高（p<0.01）。阿托伐他汀组治疗组前后自身对比，其

体重、BMI、腰围、TG、TC、LDL-C、HbAlc 明显降低；维生素 E 治疗组前后自身对比，其体

重、BMI、2hPG、HbAlc、ALT、AST、GGT 明显降低。两组在治疗过程中发生肝酶异常的比例相

似，阿托伐他汀治疗组中有 2 名出现肌酶异常（轻度升高，在正常值上线的 3 倍以内），维生素 E

组中无。阿托伐他汀治疗组发生不良事件的比例比维生素 E 组略高（14vs.9），但没有统计学差

异。两组中都无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 

结论  阿托伐他汀 20mg.qd 和维生素 E300mg.qd 治疗都能安全有效地降低 2 型糖尿病伴高 LDL-C

的 NAFLD 患者的肝脏脂肪含量。此外，阿托伐他汀 20mg.qd 治疗也能减少内脏脂肪含量。 

 
 

PU-0114 

血浆白脂素（asprosin）与女性糖脂代谢 

及性相关激素水平的关系研究 

 
隆敏 1,郑宏庭 1,李行 1,吴军 2,胡华 3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 

2.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健康管理科 

3.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妇产科 

 

目的  白脂素（asprosin）是一种源自白色脂肪组织的新型激素，其在胰岛素抵抗的哺乳动物血中

浓度异常升高。众所周知，胰岛素抵抗参与了多种代谢相关疾病的发病，比如 2 型糖尿病和多囊卵

巢综合征等。近期的研究结果提示升高的白脂素与 2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独立相

关。然而，关于白脂素在多囊卵巢综合征中的变化，及与 2 型糖尿病的潜在关联目前尚不清楚。 

方法  160 名女性受试者纳入本研究，其中，66 名健康对照，53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及 41 名多囊卵

巢综合征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如年龄、血压、腰臀比、体重指数等，被收集完成。采用 ELISA 检

测血浆白脂素水平，同时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胰岛素、泌乳素、性激素、性激素结合球

蛋白、血脂及其它常规生化指标被测定。稳态模型评估指标 HOMA –β 和 HOMA-IR 用于分别评估

β 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情况。此外，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技术也被采用。 

结果  我们的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相比，2 型糖尿病女性血浆白脂素水平明显升高且与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和 HOMA-IR 呈正相关(P< 0.05), 但与 HOMA-β 负相关(P < 0.01)。同时，多囊

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白脂素水平也异常增高(P< 0.001), 但略低于糖尿病患者(P <0.05)。与 2 型糖

尿病患者类似，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白脂素水平正相关于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

HOMA-IR 和钳夹试验中的胰岛素水平。更有趣的是，我们的结果提示了白脂素与脂质水平及性相

关激素的关联性。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白脂素水平与低密度脂蛋白 c、载脂蛋白 B 及睾

酮正相关(P< 0.05)，与泌乳素、性激素结合球蛋白负相关(P< 0.05)。此外，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血浆白脂素水平是女性患 2 型糖尿病及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女性血浆白脂素水平与受损的葡萄糖代谢、异常血脂及性相关激素水平的关联

性。白脂素可能作为女性代谢相关疾病，如 2 型糖尿病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潜在危险因素和预测

指标，进一步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需明确白脂素临床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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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5 

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的比值 

与中国东北地区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林爽 1,厉平 1,唐蕾 1,姜冉华 2,陈宇 1,李玲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辽阳市糖尿病医院 

 

目的  探讨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的比值(AST/ALT)在中国东北地区青少年人群中与代谢综合征

(MetS)的相关关系。 

方法  2010-2011 年于辽宁省辽阳市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935 名青少年学生(男生 491 人，

女生 444 人，年龄在 11-16 岁)进行横断面研究，填写调查问卷，进行体格检查，测定各项生化指

标,并于 5 年后进行随访。采用 2007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分别针对青少年及成人的标准来诊断代谢综

合征(MetS)。 

结果  青少年时期 AST/ALT 比值与腰围（WC）、腰臀比（WHR）、体重指数（BMI）、舒张压

（DBP）、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C）、尿酸、空腹胰岛素（FINS）、稳态模型

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高密度脂蛋白（HDL-C）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相关系数 r = -0.44 ～ 0.07，P <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ST/ALT 比值最低组

患 MetS 风险是最高组的 6.02 倍(95%CI(1.93,18.76))，与 AST/ALT 比值水平降低关系最密切的

MetS 组份为中心型肥胖 (OR=5.13,95%CI(2.83,9.28))。5 年后，所有同意接受随访的受试者

（n=93）均进入成年(大于 18 岁)，基线时期 AST/ALT 比值最低组，5 年后患 MetS 的风险仍有高

于比值最高组的趋势(OR=3.61,95%CI(0.38,34.21))；基线时期 AST/ALT 比值与 5 年后是否超重/

肥胖具有显著相关关系(OR=4.85，95%CI(1.54,15.30)）。 

结论  中国东北地区青少年 AST/ALT 比值与 MetS 及其组份密切相关，且青少年时期 AST/ALT 比

值对成人时期的超重/肥胖具有良好预测作用。 

 
 

PU-0116 

以精神行为异常为首发表现的肺癌 1 例并临床思考 

 
崔海英,王桂侠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典型病例的总结，为临床工作中低钠血症患者提供诊疗思路，做到早诊断、精准治疗。 

方法  汇报 1 例典型病例，通过对该 SIADH 患者病例特点总结，引出临床工作中低钠血症患者的诊

治误区。 

结果  临床中低钠血症患者占总住院患者的 15%-34%，是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电解质紊乱，而

SIADH 作为低钠血症的一个重要病因，易被临床医师忽视。通过对全院近 3 年住院病例搜集，总

结临床工作中低钠血症的十点诊治误区，包括：1、没有正确评估假性低钠血症；2、忽视除外高渗

性低钠血症；3、忽视尿渗透压重要性 ；4、忽视随机尿钠浓度的评估；5、忽视实验室指标潜在价

值 ；6、注意 SIADH 为一排他性诊断；7、无法描述 SIADH 的病因；8、忽视特殊原因引起低钠血

症；9、未能诊断低钠血症的根本病因 ；10、忽视部分药物可引起低钠血症。 

结论  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电解质紊乱即为低钠血症，而 SIADH 等顽固性低钠血症为临床医生最熟

悉的“陌生人”，常常引起临床医生的忽视，该病诊断困难，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常导致医生和患

者“心灰意冷、放弃治疗”。“世界只有一个本原”，多种临床异常往往来源于共同的病因，发散思

维，探究症结所在，尽量做到不忽视细节，不夸大臆测，不盲目诊断，不一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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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7 

内脏脂肪分布及功能指数对正常体质指数人群 

代谢综合征的诊断价值评估 
 

郑文彬,曾天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体质指数（BMI）正常的人群中，内脏脂肪指数（VAI）与代谢综合征（MS）的相关性

及 VAI 对 MS 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是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REACTION）研究的一部分，

随机抽取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 月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地区的自然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并行血生

化、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等检查。Spearman 相关分析用于探讨不同肥胖测量指标与

MS 的关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不同肥胖测量指标对 MS 的诊断价值。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体质指数正常（18.5 kg/m2≤BMI<24 kg/m2）受试者 5128 名，其中 1896 名男

性，平均年龄（56.4±9.0）岁，3322 名女性，平均年龄（53.3±8.7）岁。总体代谢综合征患病率

为 15.6％(男性为 9.5%，女性为 18.7%)，女性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P<0.001）。男、女性 MS

组 VAI、腰围（WC），腰臀比（WHR）和腰高比（WHtR）均显著高于同性别非 MS 组

（P<0.001）。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MS 与 WC、WHR、WHtR、VAI 均呈正相关

（P<0.001），其中 VAI 相关性最高（男：r=0.389，P<0.001；女：r=0.468，P<0.001)。调整年

龄后，VAI 与 MS 的相关性更为显著（男：r=0.498，P<0.001；女：r=0.509，P<0.001）。ROC

曲线提示，在男性人群中 VAI 曲线下面积最大（AUC=0.883），其次为腰围（AUC=0.807），两

者对 MS 的诊断价值均较高(ROC 曲线下面积均>0.8)，其中 VAI 的灵敏度（0.790）及特异度

（0.860）均为最高，VAI 诊断 MS 的最佳切点为 1.134。在女性人群中 VAI 对 MS 的诊断价值最

高，曲线下面积为 0.846，灵敏度最高，为 0.759，特异度仅次于腰围，为 0.804，诊断 MS 的最

佳切点为 1.602。 

结论  在正常体质指数人群中，VAI 较 WC、WHR、WHtR 等指标对 MS 的诊断价值更高，可作为

正常体质指数人群 MS 的筛查和评估手段。建议对 BMI 正常，但 VAI 较高的人群早期进行 MS 的

筛查。 

 
 

PU-0118 

去泛素化酶 USP14 在肝脏甘油三酯沉积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肝脏甘油三酯的过量沉积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的特征性表现，然而其分子机制尚未

完全阐明。本研究拟探讨去泛素化酶 14(Ubiquitin Specific Peptidase 14, USP14)在肥胖引发肝脏

脂质沉积中的作用和调控机制。 

方法  1.通过基因表达谱芯片、实时定量 PCR、蛋白免疫印迹等方法，比较肥胖小鼠和正常小鼠肝

脏组织中 USP14 的表达差异。 

2.借助腺病毒系统，分别在正常小鼠和肥胖小鼠的肝脏中过表达和干扰表达 USP14 基因，进而检

测小鼠的肝脏重量、肝脏甘油三酯含量等脂代谢表型。 

3. 利用免疫沉淀-质谱和蛋白表达差异芯片等方法，筛选和鉴定 USP14 调控的靶蛋白，从而明确其

调控甘油三酯代谢的机制。 

结果  1.我们首次发现：同对照组小鼠相比，肥胖小鼠（高脂饮食诱导、瘦素受体缺乏）肝脏组织

中 USP14 的表达显著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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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正常 C57BL/6 小鼠肝脏组织中过表达 USP14 基因后，肝重/体重比增加，肝脏甘油三酯含量

增加，肝细胞中脂滴聚集增加。 

3.沉默瘦素受体缺乏的肥胖小鼠肝脏组织中的 USP14 基因后，肝重/体重比降低，肝脏甘油三酯含

量降低，并伴有血糖的降低和胰岛素抵抗的改善。 

4. USP14 通过和脂肪酸合成酶(FASN)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抑制 FASN 蛋白的泛素化修饰，从

而稳定 FASN 蛋白，促进脂肪酸和甘油三酯的合成。 

结论  本研究首次发现去泛素化酶 USP14 在肝脏甘油三酯代谢中的作用，即：肥胖时，USP14 通

过稳定 FASN 蛋白，促进甘油三酯的合成和过量堆积。因此，我们的结果提示，抑制 USP14 的表

达或活性，可能是干预 NAFLD 等代谢性疾病的有效手段和策略。 

 
 

PU-0119 

高脂饮食损伤实验大鼠心脏线粒体合成、动力学功能 

 
陈丹,李霞,张丽婷,朱梅,高聆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高脂肪的饮食(HFD)与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有关,然而,潜在的分子机制知之甚少。线粒体维持

正常的在心脏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心肌收缩大部分的能源来自脂肪酸的氧化。但是慢性暴露于过

量的脂肪酸可能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心力衰竭。  

方法  为了研究高脂饮食对心肌的线粒体功能的影响,40 只 SD 大鼠被随机分为两组,正常饮食或高

脂饮食组。造模时间为 28 周。试验结束后对心肌脂质含量,心功能,线粒体形态和功能进行评估。线

粒体动态的相关基因测定使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印迹法。线粒体蛋白质组学分析用以研究高

脂饮食对线粒体蛋白组的影响。 

结果  与正常饮食组大鼠相比，高脂饮食组大鼠有明显的心肌脂质沉积,心脏肥大,和心功能障碍。电

子显微镜分析显示线粒体密度和形态异常。此外 ,高脂饮食组大鼠线粒体动力学基因表达异

常,mtDNA 拷贝数减少,线粒体复合酶 I,II,III,柠檬酸合成酶活性下降。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显示

ATP 和 ADP 水平下降、AMP / ATP 增加。蛋白质组学分析证实了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线粒体动力学

基因表达下降。 

结论  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线粒体动力学受损在高脂诱导的心脏功能障碍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潜

在的心脏疾病的治疗目标。 

 
 

PU-0120 

大连地区居民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罗兰,牛敏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大连地区居民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

性。 

方法  依托中华医学会发起的 REACTION 研究，选取参加调查的大连地区随访的社区居民，共计

10207 人。根据 non-HDL-C 及 LDL-C 值四分位分组，比较各组间心血管危险因素是否有差异，分

析 non-HDL-C、LDL-C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 Q1、Q2、Q3 和 Q4 组 vs q1、q2、q3 和 q4 组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发生率分别为

37.3%，42.1%，44.4%和 51.6% vs 40.9%，42.6%，42.9%和 4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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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non-HDL-C、LDL-C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呈正相关（r =0.109、r = 

0.057，P < 0.05）。 

3. 分别以 non-HDL-C、 LDL-C 为自变量，基线时是否发生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为因变量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2011 年未发生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2014 年新发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为终

点事件，行 Cox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non-HDL-C 和 LDL-C 是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1.随着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发生率

呈逐渐增加趋势。 2. 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独立

危险因素 

 
 

PU-0121 

血脂异常痰浊阻遏证用药规律研究 

 
黄书婷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尝试以古籍性味归经为依据分析血脂异常痰浊阻遏证汤剂用药规律。 

方法  以万方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CHKD 中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服务系统（CBM）数据库中公开发表的文献为基础，运用 SPSS 22.0 与 IBM SPSS Modeler 14.1 

软件，通过频数统计、聚类分析、关联规则算法分析药物组成及用量。 

结果  1.发现高频性 

味为寒、温，甘、苦，归经为肝、脾经。2.得到 9 味高频药物，分别是泽泻、白术、丹参、 

山楂、茯苓、半夏、陈皮、黄芪、决明子，与既往研究结论较为一致。3.得到潜在药物组合 

7 对。 

结论  1.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甘温益气健脾，苦寒清热燥湿是目前血脂异常痰浊阻遏 

证的主流治疗方法。2.痰饮形成可能不止包括水液代谢障碍，可能也涉及食物消化吸收利用 

排泄的异常。3.本次数据挖掘支持从肝脾论治血脂异常的观点。4.决明子荷叶、山楂决明子 

等组合或可作为代茶饮，用以防治血脂异常痰浊阻遏证。5. 泽泻、白术、丹参、山楂、茯 

苓、半夏、陈皮、黄芪、决明子为治疗血脂异常痰浊阻遏证的常用药物，其中泽泻、丹参、 

白术尤为常用。6.数据挖掘技术有助于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用药规律。 

基金资助：基于健脾化浊法的双蓣调脂汤调控 HMGCR 和 NPC1L1 蛋白减少胆固醇合成和吸收 

 
 

PU-0122 

线粒体磷酸甘油脱氢酶抑制内质网应激拮抗 NAFLD 肝脂质合成 

 
郑怡,郑宏庭,熊昕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肥胖及相关代谢综合征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迅猛增长，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尤为引人瞩目。线粒体磷酸甘油脱氢酶（mGPDH）定位于线粒体内膜，协同黄素腺嘌

呤二核苷酸，催化 3-磷酸甘油向磷酸二羟丙酮的转化。我们的前期实验发现，NAFLD 患者、ob/ob

鼠、HFD 鼠及 db/db 鼠肝脏中 mGPDH 表达均显著降低，推测其可能与脂质代谢紊乱及 NAFLD 相

关。本研究旨在探索 mGPDH 在肝脂代谢及 NAFLD 中的作用与机制。 

方法  RNA 测序方法进行机制筛选；体外培养人肝细胞（LO2 与 HuH7），敲除或过表达 mGPDH

并经高脂诱导后，进行油红染色，甘油三酯（TG）及脂代谢相关酶的检测；动物实验包括

mGPDH 基因敲除鼠（mGPDH-/-）基础及高脂喂养，ob/ob 与 HFD 鼠肝靶向过表达 mGPDH，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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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用内质网应激（ER stress）激动剂或抑制剂干预 mGPDH-/-鼠，进行形态学观察，脂质沉积及

ER stress 相关指标检测；运用 RT-PCR、Western blot 等技术分析脂代谢酶及 ER stress 指标的

表达。 

结果  LO2 与 HuH7 细胞过表达 mGPDH 后，TG 降低，脂滴减少，高脂情况下更加显著；脂合成

酶 PPARγ、SREBP1c、ACACA 等表达降低，提示脂质合成减少；而敲除 mGPDH 结果与过表达

相反。mGPDH 基因敲除鼠在高脂喂养下，肝体重比与 TG 均增加，脂肪肝病变较野生型严重。

RNA 测序提示与 ER stress 相关。体外及体内验证 mGPDH-/-在 ER stress 激动剂诱导下，伴随

ER stress 指标增加，肝脏脂肪变性更严重。ER stress 抑制剂能够显著缓解 mGPDH-/-小鼠肝脏脂

肪变性。肝靶向过表达 mGPDH 减缓 ob/ob 与 HFD 鼠肝脏的脂质沉积。机制研究揭示 mGPDH 缺

乏影响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mPTP），线粒体 Ca2+释放增加，诱导 ER stress，从而导致脂质沉

积增加与脂肪肝的形成。 

结论  本研究阐明 mGPDH 作为新的肝脂代谢的调节因子，通过抑制 ER stress，减少肝脏的脂质

沉积。提示 mGPDH 可以作为潜在的 NAFLD 治疗靶点，为 NAFLD 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新思路。 

 
 

PU-0123 

线粒体甘油 3-磷酸脱氢酶 

抑制内质网应激拮抗 NAFLD 肝脂质合成 

 
郑怡,郑宏庭,熊昕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肥胖及相关代谢综合征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迅猛增长，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尤为引人瞩目。线粒体磷酸甘油脱氢酶（mGPDH）定位于线粒体内膜，协同黄素腺嘌

呤二核苷酸，催化 3-磷酸甘油向磷酸二羟丙酮的转化。我们的前期实验发现，NAFLD 患者、ob/ob

鼠、HFD 鼠及 db/db 鼠肝脏中 mGPDH 表达均显著降低，推测其可能与脂质代谢紊乱及 NAFLD 相

关。本研究旨在探索 mGPDH 在肝脂代谢及 NAFLD 中的作用与机制。 

方法  RNA 测序方法进行机制筛选；体外培养人肝细胞（LO2 与 HuH7），敲除或过表达 mGPDH

并经高脂诱导后，进行油红染色，甘油三酯（TG）及脂代谢相关酶的检测；动物实验包括

mGPDH 基因敲除鼠（mGPDH-/-）基础及高脂喂养，ob/ob 与 HFD 鼠肝靶向过表达 mGPDH，以

及运用内质网应激（ER stress）激动剂或抑制剂干预 mGPDH-/-鼠，进行形态学观察，脂质沉积及

ER stress 相关指标检测；运用 RT-PCR、Western blot 等技术分析脂代谢酶及 ER stress 指标的

表达。 

结果  LO2 与 HuH7 细胞过表达 mGPDH 后，TG 降低，脂滴减少，高脂情况下更加显著；脂合成

酶 PPARγ、SREBP1c、ACACA 等表达降低，提示脂质合成减少；而敲除 mGPDH 结果与过表达

相反。mGPDH 基因敲除鼠在高脂喂养下，肝体重比与 TG 均增加，脂肪肝病变较野生型严重。

RNA 测序提示与 ER stress 相关。体外及体内验证 mGPDH-/-在 ER stress 激动剂诱导下，伴随

ER stress 指标增加，肝脏脂肪变性更严重。ER stress 抑制剂能够显著缓解 mGPDH-/-小鼠肝脏脂

肪变性。肝靶向过表达 mGPDH 减缓 ob/ob 与 HFD 鼠肝脏的脂质沉积。机制研究揭示 mGPDH 缺

乏影响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mPTP），线粒体 Ca2+释放增加，诱导 ER stress，从而导致脂质沉

积增加与脂肪肝的形成。 

结论  本研究阐明 mGPDH 作为新的肝脂代谢的调节因子，通过抑制 ER stress，减少肝脏的脂质

沉积。提示 mGPDH 可以作为潜在的 NAFLD 治疗靶点，为 NAFLD 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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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4 

2016 年—2017 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患者 

601 例低钠血症病因分析 

 
刘丹,白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回顾分析近 1 年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患者低钠血症的病因构成及临床表现、生

化指标、诊断及转归，探讨其临床特点，以期能提高低钠血症病因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间，住院患者中低钠血症且病例资料完整

者 601 例，临床资料、临床表现、基础疾病、血钠、血渗透压、肾功能、肝功能、血红蛋白、红细

胞压积、血脂等、治疗及预后情况。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间，入组低钠血症患者 601 例(0.40%）。1. 平均年龄

为 63.9±16.6 岁。60 老年 398 例（66.2 %），中年 128 例（21.3 %），青年 75 例（12.5%），年

龄组成以中、老年为主（87.5 %）。2. 男性 327 例（54.4 %），女性 274 例（45.6 %），男女比

例约为 1.19：1。3. 等渗性低钠血症 300 例（49.9%），低渗性低钠血症 296 例（49.3 %），高渗

性低钠血症为 5 例（0.8 %）。4. 轻度低钠血症（血钠 130~134mmol/L）325 例（54.0 %），中度

（血钠 125-129 mmol/L）168 例（28.0 %），重度（血钠<125mmol/L）108 例（18.0 %），以

轻、中度为主（82 %）。5.重度组患者的平均年龄最大。6. 有效血浆渗透压<中度，<轻度。7. 慢

性为主(89.7 %)。8. 慢性低钠血症组患者平均年龄高于急性低钠血症患者。9. 急性低钠血症组患者

的有效血浆渗透压高于慢性低钠血症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0. 低钠血症病因前 3

位分别是：呼吸系统疾病 30.1%、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26 %、消化系统疾病 16.3 %。11.我科病因

前三位分别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54%；腺垂体功能减退症 10.7%；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调综合征

27.1%。 

结论  1.以慢性为主且平均年龄高于急性低钠。2.以轻、中度低钠血症为主，以中、老年患者为

主，男女比例无明显差异。3.基础病因，以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多见。4.等渗

性低钠血症最多见。5.内分泌科病因主要是糖尿病酮症酸中 

 
 

PU-0125 

预防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用药方案探讨 

 
汪其贤,郑宏庭*,张瑞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痛风是一种不可避免反复急性发作的慢性病，目前关于如何有效预防复发在各种研究中未得

到明确结论。 

方法  总结关于痛风急性复发数据的所有已发表的英文论著，涉及缓解症状药如 NSAIDS、秋水仙

碱、曲安奈德，降尿酸药物及新型药物与急性复发的关系, 拟探讨合理的预防用药及用药时限。 

结果  共收集到 19 个临床研究含患者 9720 例。综合分析得出:用别嘌醇时,加用秋水仙碱能明显减

少人均及多次复发人数的比例; 联用秋水仙碱仙碱/NSAIDS 时,别嘌醇用量在 100-900mg/d 以内,剂

量越大复发率越高，半年内 1/3 复发。调整别嘌醇用量情况下，16 周研究发现，加用

Rilonacept160mg/w 优于 80mg/w 优于 placebo。同理用 Pegloticase80mg/2w、80mg/4w 仅预防

12 周,随访 6 月发现前者优于后者。单药治疗难治性痛风,canakinumab 效果最优；还发现依托考昔

优于秋水仙碱，优于安慰剂。非布司他 3 周或 5-6.5 年的研究，证实其 80mg/d 较 40mg/d 的急性

复发率高，而≥120mg/d 使更高，在前 2 月较之别嘌醇和安慰剂明显增高，后可消除急性发作。降

尿酸治疗启动时机：一研究每 4 周统计一次得出在痛风缓解后使用较好，均能降低复发率。持续用

药时间影响：进行 6 个月的 5 项研究用秋水仙碱或萘普生预防, 发现非布司他和别嘌醇降尿酸,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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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复发率均随时间推移而降低，24 周用布洛芬预防急性复发，同样发现这 2 种药物在 8 周内增加

急性发作,但此后渐低；单用别嘌醇则复发率在 1 月内高,后下降;深入比较发现，仅预防 8 周期间使

用大剂量非布司他比别嘌醇和安慰剂更易复发,预防药撤退后仍可逐渐下降；Pegloticase 使用的前

3 月多,后逐渐减少；在降尿酸时,秋水仙碱用药 6 月以上能有效减少复发,1/3 的患者在停预防药 6

月内复发。 

结论  别嘌醇能降低复发，但量大能增加复发,前 1 月内明显；降尿酸方案中非布司他量越大越容易

复发，前 2 月较明显，Rilonacept 剂量大越能有效预防急性发作，前 3 月明显；依托考昔优于秋水

仙碱，canakinumab 的前景较好。长期非布司他联合秋水仙碱可消除急性发作.本研究希望能提供

给后来者一些临床研究提供方向，指导临床医生在降尿酸方案时慎重考虑。 

 
 

PU-0126 

男性重度肥胖患者袖状胃切除术后血尿酸 

与性激素变化的关系探讨 

 
朱翠玲,梅芳芸,高晶扬,王兴纯,程晓芸,卜乐,卢列盛,周东雷,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LSG）对男性重度肥胖患

者血尿酸（serum uric acid，SUA）及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2 年 6 月至 2018 年 02 月于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接受 LSG 的 56 例男

性重度肥胖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术前和术后 3、6、12 月的人体测量学指标（体质量、BMI、腰围、

臀围）、SUA、糖脂代谢指标[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稳态模型评估的胰岛素

抵抗指数（HOMA-IR）、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以及性激素指标[雌二醇（E2）、总睾酮（TT）、卵泡刺激素

（FSH）、黄体生成素（LH）、性激素结合蛋白（SHBG）]并计算出游离睾酮（cFT）。同时选取

BMI 正常的 31 名健康男性志愿者（对照组）检测上述相同指标。统计学分析方法分别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和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  基线水平，与对照组相比，男性肥胖患者的 SUA 水平显著增加而 TT 水平显著下降。基线

SUA 与 BMI、E2、TG、FINS、HOMA-IR 显著正相关，而与 HDL 与 TT 呈显著负相关。术后 3、

6、12 月，患者的 FPG、FINS、HOMA-IR、TC、TG、LDL-C 水平显著减少，而 HDL-C 水平显著

增加。SUA 水平在术后 3-6 月无明显变化，而在术后 12 月显著下降。此外，TT、SHBG、cFT 水

平较术前显著增加，而 E2、FSH、LH 水平变化不明显。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术后 1 年患者的

SUA 变化值（ΔSUA）与 ΔBMI、ΔFINS 及 ΔHOMA-IR 显著正相关，而与 ΔTT 显著负相关。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和 BMI，ΔSUA 与 ΔTT 显著负相关（β=-1.077，P=0.044），与

ΔFINS 显著正相关（β=1.381，P=0.010）。 

结论  男性重度肥胖患者常伴有 SUA 水平升高及性激素水平异常。LSG 术后 SUA 水平的下降可能

与胰岛素抵抗改善及 TT 水平增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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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7 

小檗碱通过 AMPK-SREBP-1c-SCD1 通路降低肝脏脂质沉积 

 
朱小鹏 1,2,卞华 1,2,徐曦 1,2,王柳 1,2,孙潇泱 1,2,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代谢性疾病研究所 

 

目的  小檗碱（BBR）可以降低肝脏脂肪沉积，但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硬脂酰辅酶 A 去饱和酶

1(SCD1)敲除小鼠可以抵抗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研究发现小檗碱可以降低肝脏 SCD1 的表达，但

BBR 是否通过 SCD1 发挥降低肝脏甘油三酯（TG）的作用尚不清楚。 

方法  （1）Western blot 检测 NAFLD 病人、ob/ob 小鼠肝脏 SCD1 表达。（2）高脂饮食喂养

C57 小鼠 8 周，建立脂肪肝动物模型，再予小檗碱喂养 4 周，Western blot 检测固醇调节元件结合

蛋白-1c（SREBP-1c）、SCD1 蛋白表达水平，及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AMPK） Thr172 和

SREBP-1c Ser372 磷酸化水平。Real-time PCR 检测 SREBP-1c、SCD1、脂肪酸合成酶（FAS） 

mRNA 表达水平。（3）利用 SCD1 敲低腺病毒敲低小鼠肝脏 SCD1，检测相关代谢指标。利用

SCD1 过表达腺病毒感染 AML12 细胞，检测细胞内 TG 水平。（4）脂肪肝细胞模型中加入 AMPK 

抑制剂 Compound C 或 AMPK 激动剂 AICAR，检测 AMPK 是否介导了小檗碱降 TG 作用。（5）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DLA）检测 BBR 对 SCD1 启动子活性的作用。 

结果  （1）NAFLD 病人及 ob/ob 小鼠肝脏 SCD1 表达升高。（2）小檗碱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小

鼠肝脏 TG 沉积，并且降低磷酸化 SREBP-1c、SREBP-1c、SCD1、FAS 表达，促进 AMPK 磷酸

化。（3）肝脏敲低 SCD1 可以模拟 BBR 降低肝脏 TG 作用，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和糖耐量异常。

细胞过表达 SCD1 可以抑制 BBR 降低肝脏 TG 作用。（4）抑制 AMPK 活性可以减弱 BBR 降低

SREBP-1c、SCD1 表达的作用，激活 AMPK 活性可以模拟 BBR 降低 SREBP-1c、SCD1 表达的

作用。（5）DLA 检测发现 BBR 可以通过作用于 SCD1 启动子-817 至-826 的 SRE 区发挥降低

SCD1 表达作用。 

结论  BBR 上调 AMPK Thr172 磷酸化水平，促进 SREBP-1c Ser372 磷酸化水平，抑制 SREBP-

1c 入核，下调 SCD1 蛋白表达，从而改善肝脏脂肪沉积。 

 
 

PU-0128 

糖代谢异常的绝经后女性人群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纤维化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卞华 1,2,朱小鹏 1,2,王柳 1,2,孙潇泱 1,2,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代谢性疾病研究所 

 

目的  探究在糖代谢异常的绝经后女性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纤维化与骨密度的

相关性。 

方法  445 例非肝穿 NAFLD 绝经女性（平均年龄 63.1 ± 8.9 岁）和 46 例肝穿 NAFLD 绝经女性

（平均年龄 57.9 ± 5.6 岁）纳入本研究. 所有对象均为糖代谢异常。应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测量腰

椎和髋部骨密度。NAFLD 纤维化评分用于评估 NAFLD 纤维化的严重程度。NAFLD 纤维化分期用

于组织学评估 NAFLD 纤维化的严重程度。 

结果  在非肝穿人群中，进展性纤维化组的 T 值(Femoral neck, Troch, Inter),和 T 值(Femur, total) 

低于非进展性纤维化组 (p<0.001)；校正 BMI，年龄，空腹血糖后，纤维化评分与 T 值 (Troch)呈

负相关 (r=-0.111, p<0.05)；血清骨钙素和 I 型胶原水平与纤维化评分呈正相关，而血清钙，磷，镁

和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纤维化评分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NAFLD 纤维化与骨密度

具有独立相关性。在肝穿人群中，进展性纤维化组的 T 值 (Inter) 低于非进展性纤维化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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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 BMI，年龄，空腹血糖后，组织学纤维化评分与 T 值(Inter) (r=-0.347, p<0.05) 和 T 值(Femur, 

total) (r=-0.400, p<0.05) 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NAFLD 纤维化与骨密度具有独立相

关性。 

结论  在肝穿和非肝穿绝经后女性人群中，肝脏纤维化与骨密度下降呈负相关。 

 
 

PU-0129 

二甲双胍通过降低 SCD1 表达改善 HepG2 细胞甘油三酯沉积 

 
朱小鹏 1,2,颜红梅 1,2,夏明锋 1,2,常薪霞 1,2,徐曦 1,2,王柳 1,2,孙潇泱 1,2,陆炎 1,2,卞华 1,2,李小英 1,2,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2.复旦大学代谢性疾病研究所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全球患病率不断升高。体内体外实验均发现，二甲双胍降低肝细胞甘油

三酯（TG）沉积。硬脂酰辅酶 A 去饱和酶(SCD)1 全身敲除小鼠表现为肝脏 TG 沉积减少。但是尚

不清楚 SCD1 是否在二甲双胍降低肝脏 TG 沉积作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

探究 SCD1 是否介导了二甲双胍降低肝脏 TG 沉积作用。 

方法  给予 HepG2 细胞和 AML12 细胞高葡萄糖高胰岛素建立脂肪肝细胞模型，并给予二甲双胍处

理。腺病毒表达 shRNA 或 SCD1 用于建立细胞 SCD1 敲低和过表达模型。检测细胞内 TG 水平。

Western blot 和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检测相关基因蛋白和 mRNA 表达。双荧光素酶报告基

因实验检测二甲双胍对 SCD1 启动子转录活性的作用。 

结果  高糖高胰岛素促进 HepG2 的 TG 沉积，二甲双胍降低细胞内 TG 至正常水平。同时，高糖高

胰岛素促进 HepG2 的 SCD1 和 FAS 表达，二甲双胍降低 SCD1 和 FAS 至正常水平。AML12 细胞

敲低 SCD1 可以模拟二甲双胍降低 TG 的作用。HepG2 细胞过表达 SCD1 减弱二甲双胍降低 TG

的作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显示二甲双胍降低 SCD1 启动子（-550/+199）转录活性至对照

组的 1/2。此外，二甲双胍处理后，AMP 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磷酸化水平是对照组的 2 倍，

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c（SREBP-1c）蛋白和 mRNA 表达降低至对照组的 1/2。 

结论  二甲双胍通过下调 HepG2 细胞异常上调的 SCD1，从而改善细胞 TG 沉积。 

 
 

PU-0130 

小檗碱诱导肝脏表达 FGF21 的机制研究 

 
周非叶 1,白梦瑶 1,张玉青 1,朱琴 1,张琳琳 1,王淑淑 1,朱可橙 1,张琪 2,刘赟 1,王晓 1,周丽斌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FGF21）是 FGF 家族的非典型成员之一，作为一种激

素样蛋白，参与多种代谢调控过程，包括维持糖脂代谢稳态、改善外周组织胰岛素敏

感性、减轻体重、降低氧化应激损伤，对机体代谢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 

包括二甲双胍、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和罗格列酮在内的降糖药都先

后被发现能在肝脏或脂肪组织促进 FGF21 表达。小檗碱（BBR）是从中药黄连、黄柏

等的根茎中提取的异喹林生物碱,临床上主要用于胃肠道炎症和细菌性痢疾。近年来，

研究发现 BBR 有着一系列代谢改善作用，包括降糖降脂、减轻体重以及增加胰岛素敏

感性等。小檗碱通常主要浓集于肝脏中，因而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探究 BBR 能否诱

导小鼠肝原代细胞 FGF21 表达以及其可能的诱导机制。 

方法  本研究利用胶原酶灌注法分离小鼠肝原代细胞，通过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肝原代细

胞在不同条件下 FGF21 的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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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小檗碱能显著提高肝脏 FGF21 的表达水平，这为间接增强 FGF21 代谢调控作用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但不同于 PPARγ 激动剂，小檗碱不能增加脂肪细胞 FGF21 的基因表达。同时我们的

实验结果显示，小檗碱增加肝原代细胞 AMPK 磷酸化水平早于诱导 FGF21 表达，因此我们猜想

FGF21 可能是 AMPK 的靶基因之一。为了证实这一猜想，我们在小鼠肝原代细胞上分别转染了

AMPK-CA（激活型）和 AMPK-DN（失活型）腺病毒，与对照组相比，分别增强和抑制 FGF21 的

表达。我们还进一步发现 AMPK 抑制剂 Compound C 能逆转小檗碱对 FGF21 的诱导作用。这些

证据都提示小檗碱通过激活 AMPK 来诱导肝脏表达 FGF21。NUR77 作为新近发现的 FGF21 转录

因子之一，我们发现小檗碱能明显增加肝原代细胞 NUR77 的表达水平，并且这种诱导作用也能被

Compound C 逆转，此外，过表达 AMPK-CA 同样能促进肝原代细胞 NUR77 的表达。这些结果提

示 NUR77 是 AMPK 的靶点，并介导小檗碱诱导的肝脏 FGF21 表达。 

结论  综上所述，小檗碱诱导激活的 AMPK 通过转录因子 NUR77 促进小鼠肝原代细胞 FGF21 的

表达，进而对各种外周组织发挥有益的代谢作用。 

 
 

PU-0131 

长链非编码 RNA H19 在骨骼肌细胞胰岛素 

抵抗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桂薇薇,林细华,唐圣洁,郑芬萍,李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H19 在 T2DM 患者及肥胖小鼠（DIO）骨骼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在

棕榈酸诱导的 C2C12 骨骼肌细胞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并初步探讨其机制。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 20 例 T2DM 和 20 例正常居民血清，以及肥胖小

鼠和正常小鼠骨骼肌中 H19 表达情况；分析 T2DM 患者血清 H19 表达与 HOMA-IR 指数之间的相

关性。用棕榈酸处理 C2C12 细胞构建胰岛素抵抗模型，并构建过表达 H19 的腺病毒感染 C2C12

细胞，用甘油三酯（TG）测定试剂盒和游离脂肪酸（FFA）ELISA 试剂盒分别检测 C2C12 细胞中

TG 含量和 FFA 含量，用 western blot、qRT-PCR 检测糖脂代谢相关基因表达变化，利用 RNA-

pull down 结合蛋白质谱检测与 H19 结合的蛋白。  

结果  T2DM 中 H19 的表达水平低于健康居民，H19 表达水平与 HOMA-IR 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负相

关（R2=0.07186）；DIO 小鼠骨骼肌中 H19 的表达水平低于正常小鼠（p<0.01）。在棕榈酸诱导

的 C2C12 肌细胞胰岛素抵抗模型中，过表达 H19 的细胞与对照组相比，TG 含量和 FFA 水平无明

显改变；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磷酸化的蛋白激酶 B（pAKT）表达明显上调，与脂肪酸合成相关

基因乙酰辅酶 A 羧化酶（ACC-1）表达则明显下调，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辅助活化因子

1（PGC1α）、3-磷酸肌醇激酶（PI3K）表达无明显变化。qRT-PCR 结果显示过表达 H19 组与对

照组相比，脂质合成基因酰基辅酶 A 去饱和酶 1（SCD1）表达下调（p<0.05）,脂解基因脂蛋白脂

酶(LPL)表达上调（p<0.05）。RNA-pull down 及蛋白质谱鉴定结果显示 H19 可与核内不均一核糖

核蛋白 hnRNPA1 结合。 

结论  H19 的降低与胰岛素抵抗相关，过表达 H19 能够增加 C2C12 胰岛素抵抗模型中胰岛素作

用，并且与降低脂质合成，促进脂质代谢有关，该作用可能是通过与 hnRNPA1 相结合从而招募下

游靶基因而发挥的，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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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2 

硫化氢对棕榈酸诱导的 HepG2 细胞炎症效应的影响 

 
秦玉,王亚荻,杨靖,洪涛,李骄阳,肖新华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讨硫化氢对棕榈酸（PA）诱导的 HepG2 细胞炎症因子、炎症小体 NLRP3 的表达及 NF-

κB 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1. MTT 法检测不同浓度的外源性硫化氢供体 NaHS （0、10、50、100、200μM）分别干预

HepG2 细胞 24 小时后细胞存活率。2. 将终浓度为 0、10、50、100、 200μM 的硫氢化钠预处理

HepG2 细胞 2 小时，再加入浓度为 0.4mM 的棕榈酸处理细胞 24 小时，ELISA 法检测培养基中炎

症因子 TNF-α、IL-6、IL-1β 分泌浓度，Western blot 法检测 TNF-α、IL-6、IL-1β、NLRP3、

IKBα、p-IKKα/β、p-NFκB 蛋白表达，并筛选 NaHS 抑炎效应的最适浓度。3. 根据不同处理方式，

将实验分为 6 组：①control 组；②PA 组；③PA+Bay 11-7082（Bay）组；④NaHS 组；⑤

PA+NaHS 组；⑥PA+Bay+NaHS 组。其中，④、⑤、⑥组分别加入 NaHS（50μM）预处理

HepG2 细胞 2 小时；③和⑥组中加入 NF-κB 抑制剂 Bay（10μM）干预 HepG2 细胞 30 分钟；PA

（0.4mM）干预 HepG2 细胞 24 小时。采用 Western blot 法及细胞免疫荧光法分别检测 TNF-α、

IL-6、IL-1β、NLRP3 的蛋白表达及 p-NFκB 入核情况。 

结果  1. 0-200μM NaHS 干预 HepG2 细胞 24 小时对细胞生长均无明显抑制作用。2. 与对照组相比

较，50μM 的 NaHS 处理组促炎因子 TNF-α、IL-6、IL-1β 的分泌及蛋白表达显著降低 (P < 0.01)，

且 NLRP3 及 NF-κB 炎症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亦显著降低 (P < 0.01)。3. 在无 NaHS 干预组中，

PA+Bay 联合干预组与单纯 PA 干预组相比，TNF-α、IL-6、IL-1β 及 NLRP3 蛋白表达降低 

(P < 0.01)；与 PA+Bay 组或 PA+NaHS 组相比，PA+NaHS+Bay 干预组中 TNF-α、IL-6、IL-1β 及

NLRP3 蛋白表达显著下降 (P < 0.05)，且 p-NFκB 入核显著减少。 

结论  50μM NaHS 可明显降低 PA 诱导的 HepG2 细胞炎症因子 TNF-α、IL-6、IL-1β 的分泌及蛋白

表达，且显著抑制炎性小体 NLRP3 蛋白表达及 NFκB 炎症信号通路。 

 
 

PU-0133 

MicroRNA-124 调控肝脏甘油三酯代谢的功能与机制研究 

 
刘醒,李小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MicroRNA 在肝脏甘油三酯稳态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拟探讨 miR-124 在肝脏甘油三

酯代谢中的作用与分子机制。 

方法  （1）检测短期高脂小鼠模型脂代谢表型变化。（2）对短期高脂小鼠模型的肝脏组织进行

miRNA 表达谱的芯片分析。（3）利用 RT-QPCR 进一步验证短期高脂小鼠肝脏组织中 miR-124

的表达。（4）在 C57BL/6 小鼠肝脏中特异性过表达 miR-124，检测小鼠脂代谢表型的改变。

（5）通过生物信息学、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等方法，明确 miR-124 在肝脏脂代谢中发挥调控作用的

靶基因。（6）Western-Blot 检测 miR-124 下游信号通路的激活情况。 

结果  （1）短期高脂 3 天时，小鼠的体重、血糖、血脂、胰岛素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但肝脏出现了

明显的甘油三酯沉积，脂质合成关键基因（SREBP-1c、FASN 等）的表达也显著上调。（2）

miRNA 表达谱的芯片分析，从中发现 miR-124 的表达显著增加（P<0.05）。（3）通过 RT-

QPCR 进一步证实：在短期高脂饮食小鼠的肝脏组织中，miR-124 表达明显上调。（4）过表达

miR-124，小鼠肝脏甘油三酯含量显著增加，脂质合成关键基因的表达也显著增加。（5）进一步

通过生物信息学、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等方法，筛选出 Tribbles 同系物 3（TRB3）可能是 miR-124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187 

 

的靶基因。（6）体内外实验进一步证实：miR-124 通过与 TRB3 的 3’-UTR 区互补结合，抑制

TRB3 的表达，增强 AKT 信号通路，促进脂质合成关键基因（SREBP-1c、FASN 等）的表达，最

终导致甘油三酯的过量沉积。 

结论  在短期高脂状态下，小鼠肝脏 miR-124 的表达明显增加，通过抑制 TRB3 的表达，增强 AKT

信号通路，促进脂质合成关键基因（SREBP-1c、FASN 等）的表达，最终导致肝脏中甘油三酯的

过量沉积。 

 
 

PU-0134 

Periostin 在肝脏脂质代谢中作用机制的研究 

 
刘醒,李小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主要表现为肝细胞内甘油三酯的过量堆积。本研究拟探讨分泌型

细胞因子 Periostin 在肝脏脂质代谢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方法  （1）检测 NAFLD 小鼠模型（HFD、ob/ob、db/db 小鼠）肝脏中 Periostin 的表达。（2）在

HepG2 细胞和小鼠肝脏原代细胞上给予重组 Periostin 蛋白处理，检测细胞脂质沉积的改变。

（3）通过 C57BL/6 小鼠尾静脉注射腺病毒，使 Periostin 在其肝脏特异性过表达, 检测小鼠脂代谢

表型的改变。（4）利用 shRNA 干扰、基因敲除小鼠及抗体中和等方法抑制内源性 Periostin 的表

达，检测肥胖小鼠脂代谢表型的改变。（5）Western-Blot 检测 Periostin 下游信号通路的激活情

况。（6）体外受体抗体阻断实验确定 Periostin 在肝脏脂代谢中发挥调控作用的受体。 

结果  （1）在 NAFLD 小鼠模型（HFD 及 ob/ob、db/db 小鼠）肝脏中，Periostin 的 mRNA 水平及

蛋白表达均显著升高。（2）在 HepG2 细胞和小鼠肝脏原代细胞上给予重组 Periostin 蛋白处理，

细胞甘油三酯含量均显著增加，培养上清中 b-羟丁酸水平显著降低，PPARα 及参与脂肪酸 β 氧化

的关键基因表达下调。（3）C57 小鼠过表达 Periostin，肝脏和血清甘油三酯含量增加，血清 β-羟

丁酸水平降低，PPARα 及参与脂肪酸 β 氧化的关键基因表达下调。（4）利用 shRNA 干扰、基因

敲除小鼠及抗体中和等方法抑制内源性 Periostin 的表达，肝脏及血清甘油三酯含量降低，血清 β-

羟丁酸水平升高，PPARα 及参与脂肪酸 β 氧化的关键基因表达上调。（5）过表达 Periostin 后，

JNK 通路激活，表现为 JNK 和 c-Jun 的磷酸化程度显著增加；而抑制内源性 Periostin 的表达，则

可显著抑制 JNK 通路，表现为 JNK 和 c-jun 的磷酸化明显减弱。（6）体外受体抗体阻断实验进一

步确定：Periostin 通过作用于细胞膜上 α6β4 整合素，激活 JNK 信号通路，进而下调 PPARα 的表

达，抑制脂肪酸的氧化分解，最终导致肝脏脂质沉积和 NAFLD 的发生。 

结论  在肥胖状态下，肝脏可分泌过量 Periostin，通过作用于细胞膜上 α6β4 整合素受体，激活

JNK 信号通路，进而下调 PPARα 的表达，抑制脂肪酸的氧化分解，最终导致肝脏脂质沉积和

NAFLD 的发生。 

 
 

PU-0135 

中老年人群维生素 D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赵楠,李玲,甄东户,关聪会,李琼,尹鸿涛,宋佩,侯丽杰,季晓,杨芳,傅松波,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中老年人群维生素 D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MS）及其组分的相关性。 

方法  利用“Reaction”研究甘肃地区的基线资料，选取了符合条件的居民共 9760 例，提取该人群部

分问卷、体格检查、25(OH)D、血糖、血脂四项、肝肾功等生化检查的数据进行分析。按修订的

NCEP-ATPIII 诊断标准统计 MS 及其各组分的患病率。将血清 25(OH)D 水平分为 3 组：维生素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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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组、维生素 D 不足组和维生素 D 缺乏组。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方法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维生素 D 水平与 MS 之间的关系。 

结果  （1）9760 例研究对象中，女性 6925 例（70.95%），男性 2835 例（29.05%）；平均年龄

为（57.97±8.52）岁；MS 的患病率为 51.3%，男女之间 MS 患病率无差异（51.0% vs 51.5%，

P>0.05）。（2）本调查人群中，25(OH)D 的水平为（16.39±6.98）ng/ml；维生素 D 缺乏者、不

足者、充足者所占总人群的比例分别为 75.1%、22.7%、2.2%；维生素 D 缺乏组 MS 的患病率高

于维生素 D 不足组和充足组（P<0.05）。（3）与非 MS 组相比，MS 组人群 25(OH )D 的水平偏

低（15.88 vs 16.90ng/ml，P<0.05），维生素 D 缺乏的患病率偏高（77.6% vs 72.4%，

P<0.05），随着 MS 组分数增多，25(OH )D 水平呈下降趋势，维生素 D 缺乏的患病率呈升高趋

势。（4）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25(OH)D 水平与 WC、TG、SBP 均呈负相关，相关系数

分别为-0.021、-0.049、-0.035（P 均<0.05）。（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多种混杂因素

后，维生素 D 缺乏与 MS 的患病风险呈正相关（OR=1.422，P<0.05），与中心性肥胖的患病风险

呈正相关（OR=1.424，P<0.05），与高 TG 血症的患病风险呈正相关（OR=1.369，P<0.05)。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可增加 MS、中心性肥胖和高 TG 血症的患病风险。 

 
 

PU-0136 

LSG 手术降低肥胖患者血尿酸水平 

与体脂分布改善相关且存在性别差异 

 
张玄娥 1,2,朱翠玲 2,梅芳芸 2,高晶扬 2,尹嘉晶 3,黄玥晔 3,卜乐 2,程晓芸 2,盛春君 3,曲伸 2,3 

1.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2.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 

3.上海市甲状腺疾病研究中心 

 

目的  观察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LSG）对肥胖患者血尿酸（sUA）水平及体脂分布的影响，探讨

LSG 术后 sUA 水平改善与体脂分布变化的关系及在两性中的差异。 

方法  纳入 2012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收治的行 LSG 手术治疗的

128 例肥胖患者（男性 48 例，女性 80 例），测量术前和术后 6 月患者的人体测量学指标、糖脂代

谢指标及 sUA 水平。同时采用双能 X 线扫描（DEXA）仪测定全身及局部体脂分布。根据术前血

尿酸水平分为正常尿酸组（NUA，女性 sUA<360umol/L 或男性 sUA<420umol/L）和高尿酸组

（HUA，女性 sUA≥360umol/L 或男性 sUA≥420umol/L）。比较术后 sUA 水平变化与相关代谢指

标及体脂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  NUA 组和 HUA 组患者术后 6 月体重（BW）、体质量（BMI）、颈围（NC）、腰围

（WC）、臀围（HC）、收缩压（SBP）、舒张压（BDP）、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

（FINS）、糖化血红蛋白（HBA1c）、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和高密度脂蛋白（HDL）均

较手术前明显下降（P<0.01），术后空腹 C 肽（FCP）、甘油三脂（TG）水平在 HUA 组明显下

降（P<0.01）。HUA 组 sUA 水平改善（ΔsUA）较 NUA 组明显，且女性 HUA 组 sUA 水平下降较

男性 HUA 组明显（P<0.01）。男性 HUA 组 ΔsUA 与 ΔBW、ΔBMI、ΔNC、ΔHC 呈正相关（r 分

别为：0. 618，0.653，0.716，0.501，P 均<0.05）；与 Δ 下肢脂肪质量，ΔGynoid 区脂肪质量，

ΔAndroid 区脂肪质量呈正相关（r 分别为：0.712，0.675，0.551，0.631，P 均<0.05）。女性

HUA 组 ΔsUA 与 ΔFCP、ΔLINR 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449，0.449，P 均<0.05），与 Δ 中心脂肪

质量，Δ 中心脂肪体积及 Δ 中心脂肪面积呈正相关（r 分别为：0.749，0.749，0.747，P 均

<0.01）。 

结论  LSG 手术显著改善肥胖患者糖脂代谢和胰岛素抵抗（IR），并降低 sUA 水平。男性 HUA 组

sUA 水平的变化与臀部（Gynoid 区）及下肢脂肪质量减少呈正相关，与中心脂肪变化无相关，这

一变化依赖于术后体重的下降；女性 HUA 组 sUA 水平下降与 IR 改善及中心脂肪的变化呈正相

关。LSG 手术对体脂分布及 sUA 水平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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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7 

SCD1 对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侵袭及增殖能力的影响 

 
孙恒,钟警,杨靖,洪涛,肖新华,文格波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索硬脂酰辅酶 A 去饱和酶 1（SCD1）在人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侵袭及增殖能力中的

作用。 

方法  将干扰 SCD1 基因三个不同位点的 SCD1-siRNA 利用脂质体转染的方法转染至人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分别作为 siRNA1 组，siRNA2 组，siRNA3 组，以未被转染 siRNA 的阴性对

照组（NC 组）。转染 siRNA 后，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 SCD1 蛋白表达情况，分别采用

MTT 法、划痕实验及 Transwell 体外侵袭实验检测各组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另外，采用蛋

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 SCD1 干扰后细胞中上皮组织间充质化（EMT）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相比 NC 组， siRNA1 组， siRNA2 组， siRNA3 组 SCD1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

（P < 0.05）。2. 转染 SCD1-siRNA 后，人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增殖、侵袭、迁移能力均显

著减弱（P < 0.05）。3. 转染 SCD1-siRNA 后，人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 E-cadherin 蛋白表达

升高，N-cadherin 和 β-catenin 的蛋白表达均降低（P < 0.05）。 

结论  SCD1 增加 MDA-MB-231 细胞体外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且影响 EMT 相关蛋白转化。 

 
 

PU-0138 

HMGA1 在 T47D 及 MCF7 细胞增殖、侵袭能力 

及糖酵解代谢中的作用 

 
黄谭艳,钟警,杨靖,洪涛,肖新华,文格波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研究高迁移率族蛋白 A1（high-mobility group A1, HMGA1）对乳腺癌 T47D 及 MCF7 细胞

增殖、侵袭能力及糖酵解代谢的影响。 

方法  以体外培养的 T47D 及 MCF7 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将实验分为三组:空白对照组（CON），空

载慢病毒感染组（LV-GFP）以及针对目的基因的慢病毒感染组（LV-HMGA1-RNAi）。首先，通

过免疫荧光及蛋白免疫印记法检测 HMGA1 感染效率；分别采用 MTT 法、克隆形成试验、

Transwell 体外侵袭实验分别检测各组细胞增殖、克隆形成及侵袭能力。另外，采用蛋白免疫印迹

法检测 HMGA1 干扰后细胞上皮组织间充质化（EMT）相关蛋白及糖酵解相关酶的表达情况。 

结果  相比 NC 及 LV-GFP 组，LV-HMGA1-RNAi 组两种细胞中 HMGA1 蛋白表达均明显降低（P < 

0.05），细胞增殖、克隆形成明显受抑制，且侵袭能力均显著减弱（P < 0.05）。另外，相比 NC

及 LV-GFP 组，LV-HMGA1-RNAi 组 EMT 相关蛋白 E--Cadherian 表达增加，而 N-Cadherian、

Snail、Slug 的表达减少（P < 0.05），LV-HMGA1-RNAi 组糖酵解关键酶 LDHA 表达升高（P < 

0.05），PFKFB2 和 PDHK1 蛋白表达均降低（P < 0.05），而 Hexokinase-1 蛋白表达无明显变化

（P > 0.05）。 

结论  HMGA1 沉默可抑制乳腺癌 T47D 和 MCF7 细胞的增殖、侵袭与 EMT 转化，其作用机制可能

是通过调节糖酵解关键酶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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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9 

非糖尿病孕妇晚期妊娠血脂与巨大儿风险的关系 

 
王祥香 1,管庆波 1,赵家军 1,杨菲菲 1,袁中尚 2,左常婷 1,高聆 1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巨大儿不仅对母婴围产期结局产生不利影响，且成年后发生肥胖、糖尿病、早期心血管疾病

及某些癌症的风险增高。孕妇血脂紊乱可能是引起胎儿过度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代谢因素。本研究在

非糖尿病孕妇中评价了晚期妊娠血脂与巨大儿风险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研究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在山东省立医院住院分娩的孕妇的病历资料。

纳入标准是：1) 单胎活产； 2) 在妊娠 37-42 周分娩； 3) 血脂均于妊娠 37-42 周检测。排除了糖尿

病合并妊娠、妊娠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及低体重儿的病例。统计数据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处理。组间比较采用 Student’s t 检验或卡方检验。巨大儿发生风险以 Logistic 回归

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⒈ 两组血脂情况：在 5407 例孕妇中，巨大儿总体发生率是 10.0%。巨大儿组孕妇血 TG 水

平高于正常体重组，而 HDL-C 和 LDL-C 水平低于正常体重组，两组间 TC 无明显差异。⒉血 TG

和 HDL-C 与巨大儿风险独立相关：单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孕妇血 TG、HDL、LDL 与巨大儿

发生风险相关。当血脂指标分别或共同进入多变量模型时，巨大儿风险均与 TG 呈正相关，与

HDL-C 呈负相关。3. 随 TG 水平增高或 HDL-C 水平降低，巨大儿发生风险逐渐增高：将整个研究

人群分别按 TG，HDL-C 水平的四分位数分为四组。在校正了混杂因素后，随 TG 水平增高或

HDL-C 水平降低，巨大儿发生风险逐渐增加。与 TG 最低分位数相比，TG 最高分位数的孕妇分娩

巨大儿的风险明显增加（约 2.8 倍）。与 HDL-C 的最高分位数相比，HDL-C 的最低分位数分娩巨

大儿的风险增加了 91.9%。4. 低 HDL-C 增加了高 TG 血症孕妇分娩巨大儿的风险：高 TG 血症定

义为 TG 高于第 75 百分位数，低 HDL-C 定义为 HDL-C 低于第 25 百分位数。与正常组相比，单纯

高 TG 血症组和单纯低 HDL-C 组巨大儿发生风险均增加，而高 TG 血症伴低 HDL-C 血症组巨大儿

的发生风险最高（OR 2.400, 95% CI: 1.760-3.274）。 

结论  1. 非糖尿病孕妇晚期妊娠血 TG 和 HDL-C 水平与巨大儿发生风险独立相关：TG 与巨大儿风

险呈正相关，而 HDL-C 呈负相关，这种相关性呈剂量-效应关系。2. 高 TG 血症与低 HDL-C 血症

对巨大儿发生风险的联合预测价值高于单独的预测价值。 

 
 

PU-0140 

多学科团队合作的延续护理对糖尿病肾病患者病程效果的影响 

 
李方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是由糖尿病糖代谢异常为主因所致的肾小球硬化，病伴尿蛋白含量超过正常，是

糖尿病最重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起的微血管病变而导致的肾小球硬化，也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糖尿病肾病能够使患者寿命间断，病死率增高，严重威胁人体健康.随着社会的发展，

医学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入透彻，诊疗手段也更先进丰富，但目前很多疾病仍未

得到较好的控制。用对单因素治病的疾病，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诊疗和预防。我国目

前已将糖尿病多学科团队合作应用，但是开展糖尿病肾病多学科合作并不多见，尤其是患者个体化

随访，对此，需要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基础上，开展糖尿病肾病患者健康教育。因此，美国

护理学会（ANA）提出在糖尿病教育中除了传授知识和技能外，应实施多学科个案管理模式，让糖

尿病肾病患者被临床广泛关注，其早期诊断、治疗、护理是临床对该病有效防治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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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帮助患者饮食控制率、自我监测率、规律用药率、合理运动率等方面有显著提高，根据患者

需求开展专题讲座，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吸引患者注意力，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复讲解，让患

者可以正确理解和掌握，实施教与学互动的授课，改善医护关系，建立良好的信任感，提高患者的

积极治疗性和依从性，进而消除患者的抵触情绪，积极配合治疗的开展。 

结果  目前国内尚未建立统一的门诊慢性病管理模式，各阶段各环节仍处于试行和探索之中。门诊

慢性病管理的难点主要有患者依从性低、信息化建设落后、管理团队配置不足、缺少专病门诊和远

程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对于综合性医院而言，加强门诊慢性病管理，提高慢性病门诊质量，方便患

者在门诊就医，是降低医疗成本、减少医疗资源占用、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门诊

慢性病患者数量多、病种复杂、治疗周期长，导致门诊慢性病管理工作开展受到阻碍。 

结论  通过本研究能更好的证明多学科合作对糖尿病肾病患者透析前健康教育对其的影响，对患者

实施有效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采用灵活多变的形式，提高患者对疾病与治疗相关知识的认知，从

而改善肾功能,减缓糖尿病肾病病人的病情进展。 

 
 

PU-0141 

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的 

血管内皮炎症性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姜芳洁,王伟,古丽波斯坦·阿吉,李雨霏,陈琦,夏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状态下，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炎症性血管内皮损伤以

及动脉粥样病变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1）高脂饮食喂养构建脂肪肝小鼠模型，分离原代肝细胞，从肝细胞培养上清中提取外泌体行

小 RNA 高通量测序，筛选脂肪肝细胞外泌体差异表达的 miRNA； 

2）荧光染料标记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观察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否被内皮细胞摄取； 

3）通过内皮生物学 PCR 芯片筛选脂肪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内皮功能的影响，并检测脂肪肝细胞

来源的外泌体对内皮细胞 NF-κB 通路的影响； 

4）过表达 miR-1-3p 后，检测内皮细胞 NF-κB 通路的变化； 

5）利用 apoE-/-小鼠给予高脂饮食，采用 miR-1 拮抗剂及其对照序列干预 6 周后，检测主动脉粥

样斑块的面积。 

结果  1. 脂肪肝与正常小鼠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 miRNA 谱分析与差异比较：与对照组小鼠相比，

高脂饮食诱导的脂肪肝小鼠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内 miR-1a-3p 和 miR-1a-5p 上调显著。 

2. 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以被内皮细胞摄取：PKH26 标记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处理内皮细胞，发

现外泌体可以进入内皮细胞胞质内。 

3. 脂肪肝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促进内皮细胞炎症损伤：脂肪肝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可激活 NF-κB 通路

上调黏附因子的表达，促进内皮炎症损伤；阻断外泌体的释放之后，这一效应被大大减弱。 

4. 脂肪肝细胞外泌体所富含的 miR-1 可促进内皮细胞炎症反应：内皮细胞中过表达 miR-1 可以促

进 TNFα 诱导的 NF-κB 通路激活，增加黏附因子的表达，促进内皮细胞与单核细胞粘附。 

5. miR-1 拮抗剂抑制 apoE-/-小鼠主动脉斑块形成：与对照组相比，miR-1 拮抗剂处理组小鼠的主

动脉以及主动脉窦处的斑块区域明显减少，说明 miR-1 拮抗剂抑制小鼠血管中斑块形成。 

结论  脂肪肝状态下，肝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可携有 miR-1 进入内皮细胞，促进内皮细胞炎症损伤；

抑制 miR-1 可改善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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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2 

B7-1 在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 

足细胞骨架重排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探讨 
 

杜爱民 

荆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 AngII 刺激培养的足细胞，观察足细胞 B7-1 分子的表达及细胞骨架改变，探讨

B7-1 在足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材料 

足细胞培养 

实验分组：正常对照组、Ang II 刺激组（10-6mmol/L 12h、24h；10-8mmol/L12h 、24h），

CTLA-4 干预组（CTLA-410ug/ml 预加入 4h，然后加入 AngII 10-6mmol/L，10-8mmol/L 孵育

20h），AngII 刺激加干预组（AngII 10-6mmol/L，先加入 8h 后，再加入 CTLA-4 10ug/ml，

5ug/ml 孵育 16h）。 

流式细胞术检测 B7-1 表达 western 印迹检测足细胞 B7-1、nephrin、p-nephrin 分子的表达 

鬼笔环肽染色标记骨架蛋白 F-actin：制作细胞爬片，采用 F-actin 肌动蛋白重组评分评价运动：F-

actin 形成正常应力纤维，0 分；F-actin 外周环＜1/2 胞膜边缘，1 分；F-actin 外周环＞1/2 胞膜边

缘，2 分；F-actin 形成完整外周环，3 分；每人视野计数 100 个细胞，取平均值。（实验操作均按

文献方法和试剂说明进行） 

统计学分析：用 SPSS 18.0 软件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 士 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1 流式细胞术检测足细胞 B7-1 的表达改变：正常足细胞极少表达 B7-1，Ang II 刺激后，足细

胞 B7-1 表达明显上调。Ang II 呈浓度和时间依赖性诱导足细胞 B7-1 表达。 

2 AngII 诱导足细胞诱导 B7-1,正常足细胞不表达 B7-1 蛋白。AngII 刺激后，足细胞明显表达 B7-

1，与正常组比较，足细胞骨架蛋白 nephrin 和磷酸化 p-nephrin 表达均明显下调，且与 AngII 刺激

浓度和时间负相关。 

3 Ang II 对足细胞骨架蛋白的破坏作用：正常足细胞 F-actin 高度有序，平行聚集成束状，贯穿于细

胞始终，呈极性分布。AngII（10-8mmol/L）作用 12h 后，细胞骨架发生改变，F-actin 解体，细胞

体回缩。4 CTLA-4 封闭 B7-1 分子，可改善 AngII 对足细胞骨架的破坏。 

结论  有害因素刺激下，足细胞骨架改变与 B7-1 表达有关，抑制或 CTLA-4 封闭 B7-1 的功能，明

显改善足细胞骨架的破坏。 

 
 

PU-0143 

能谱 CT 对肾脏结石性质评估 

 
王蕊,杨昕,陈若然,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对痛风病人肾脏结石性质进行分析，通过能谱 CT 进行对比初期痛风病人和长期痛风患者之

间结石性质的差异。探讨能谱 CT 尿酸基（钙）图像在慢性痛风性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于我院就诊的 11 位以下肢关节疼痛为首发症状的痛风患者

为病例组 A，该 11 名患者第一次关节疼痛发作在就诊日 2 年内，且肾脏彩色超声可见高密度影

（<1cm）。10 名患者为痛风病史 5 年以上为病例组 B，双肾超声可见高密度影，均进行能谱 CT

检测。A 组 11 名病程 2 年内的患者中，2 名患者双肾能谱 CT 未见异常，9 名患者通过双肾能谱

CT 检查，结石为钙盐结石，双下肢均通过宝石能谱 CT 对怀疑有痛风尿酸盐结晶的外周关节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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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能谱成像（GSI）模式能谱扫描，采用 GSI Viewer 软件进行图像处理，观察尿酸盐结晶的显示

及分布情况。 

结果  能谱 CT 尿酸基（钙）图像能清晰显示 11 例患者尿酸盐结晶在外周关节、周围肌腱及韧带的

沉积。尿酸盐结晶在尿酸基（钙）图像上密度高于钙基（尿酸）图像上密度。在 11 例尿酸盐结晶

的沉积部位中，跖趾关节 8 例（73％），踝关节 2 例（18％），膝关节 1 例（9％）。B 组痛风患

者中，8 名患者能谱 CT 可见高密度尿酸盐结晶，2 名患者为钙盐结石。病程较短的痛风患者，肾

脏小结石以钙盐结石为主，而长病程患者结石以痛风石为主。 

结论  宝石能谱 CT 成像能明确显示尿酸盐结晶的沉积，为无创性诊断痛风提供了新的影像学检查

方法，对病变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价值。 

 
 

PU-0144 

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维吾尔族人群 

不同 TSH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樊勇,陈景 玉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维吾尔族人群不同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TSH)与代谢综合征(MS)及

它的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吐鲁番市托

克逊地区，维吾尔族常住居民共 2654 人，其中甲状腺功能正常者 1844 人进入该研究。所有调查

对象均填写调查问卷并分别测量身高、体重、血脂、血糖、血压、甲状腺功能等指标，按三分位将

正常范围内的 TSH 水平分为三组：低 TSH 组（0.27～1.54）mIU/L、中 TSH 组（1.55～2.41）

mIU/L 及高 TSH 组(2.42～4.20) mIU/L。进行甲状腺功能正常范围内不同 TSH 与 MS 患病率及其

各组分之间的关系分析。 

结果  本研究人群 MS 患病率为 19.2%（354/1844），且 MS 组中 BMI、FT4、TSH 水平均明显高

于非 MS 组；不同 TSH 水平组间：体重指数（BMI）、收缩压（SP）、总胆固醇（TC）、三酰甘

油（TG）的水平在高 TSH 组中明显高于低 TSH 组的水平。调整年龄、性别因素后，不同 TSH 水

平与 BMI、SP 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高水平 TSH 组患病率为（3.09±0.49）%，显

著高于低 TSH 组患病率（1.08±0.32）%。按三分位将正常范围内 TSH 水平分组后，结果显示随

着 TSH 水平增加，超重和（或）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及 MS 患病率呈上升趋势（P<0.05）；校

正年龄、性别后，第三分位数与第一分位数比，超重/肥胖、高血压、血脂紊乱和 MS 风险各增加

1.278、1.163、2.140 和 2.256 倍，高血糖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影响 MS 的多因素分析中 TSH、

FT4 是影响 MS 的重要危险因素（OR=1.613, 95%CI:1.413-1.842；OR=1.367；95%CI:1.245-

1.500）。 

结论  在正常范围内的甲状腺功能中，较高水平的 TSH 增加了发生 MS 的患病风险，早期进行

TSH 筛查对预防 MS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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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5 

尿酸在肾脏的代谢、影响因素 

 
徐锌,祝开思 

305 医院 

 

目的  评估肾脏尿酸排泄有助于 HUM 的临床分型从而指导用药，发现潜在基因缺陷，评估 HUM 尿

路结石形成的风险，并与多种疾病诊断、监测和防治密切相关，新的模型可能成为更准确和适宜的

评估指标，将有利于更好地对 HUM 及痛风患者进行管理。 

方法  影响尿酸滤过、冲吸收和分泌过程的因素都会影响肾脏对尿酸的清除。分析其中因素。 

1、内源性因素  最常见内源性因素是细胞外液体积、尿的流速、尿 PH 值（影响尿酸的溶解度）以

及尿酸负荷（摄入和细胞产生之间的平衡）。尿 PH 值的变化对尿中尿酸溶解度有很大影响，尿

PH 值从 5 到 6 时尿酸溶解度可以增加 6 倍。在各种酸碱平衡紊乱中均报道有血浆尿酸水平和

FEurate 的变化。2、外源性因素 饮食：嘌呤增加可以使尿酸排泄增加。肉类、鱼和禽类属高嘌呤饮

食。正常情况下，尿中尿酸的 50%来自饮食的嘌呤分解。高嘌呤饮食 4mg·kg-1·d-1时，由于摄入嘌

呤过剩就可以使尿酸排泄增加。药物：许多药物均可影响尿酸从肾脏排泄。有研究证明，饮食可通

过影响尿液的酸碱性进而影响尿酸的排泄，偏碱性饮食可增加尿酸的排泄，而偏酸性饮食则减少尿

酸的排泄。其他尿酸负荷增加时尿酸排泄显著增加；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女性雌激素具有促

进尿酸排泄的作用；肥胖、胰岛素抵抗可以使尿酸清除率减低。 

结果  尿酸滤过、冲吸收和分泌过程的因素都会影响肾脏对尿酸的清除。包括内源性因素、由于摄

入嘌呤过剩就可以使尿酸排泄增加。有研究证明，饮食可通过影响尿液的酸碱性进而影响尿酸的排

泄，偏碱性饮食可增加尿酸的排泄，而偏酸性饮食则减少尿酸的排泄。 

结论  评估肾脏尿酸排泄有助于 HUM 的临床分型从而指导用药，发现潜在基因缺陷，评估 HUM 尿

路结石形成的风险，并与多种疾病诊断、监测和防治密切相关，人们对于控制尿酸转运的分子机制

也在不断探寻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可能找到更多的尿酸排泄途径的干预靶点，届时将会有更

多新的降尿酸药物面世，临床将有更多的选择。 

 
 

PU-0146 

老年代谢综合征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临床特征分析 

 
虞欣 1,3,钟历勇 2 

1.北京丰台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在职博士 

 

目的  分析老年代谢综合征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特征，探讨代谢综合征(MS)和前列腺增

生(BPH)的关系。 

方法  选取住院年龄大于 60 岁诊断 BPH 的患者为观察对象，依据是否合并 MS 将 BPH 分为两组；

入组患者均测量身高、体重、血压、腰围；检测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空腹血糖

（FPG）、空腹胰岛素水平（FINS），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腹部超声测量并计算

前列腺体积（PV）。询问下尿路症状（LUTS）出现的时间，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IPSS）评估

LUTS 及生活质量指数评分表（QOL）对患者进行评分。 

结果  合并 MS 组的 FPG（6.8±2.1）mmol/l、FINS（11.2±3.4）uIU/l、HOMA-IR（3.2±1.4）、

PSA（5.1±3.5）ug/L、TG（2.53±1.8）mmol/l 高于 BPH 组的 FPG（4.4±1.3）mmol/l、FINS

（6.7±2.9）uIU/l、HOMA-IR（1.9±0.8）、PSA （2.4±1.7）ug/L、TG（1.67±0.5）mmol/l。合并

MS 组的 PV（57.6±13.7）ml 高于 BPH 组的 PV（36.9±11.8）ml。两组 IPSS 评分分别为

（27.8±4.8）分与（14.2±3.6）分，QOL 评分分别为（4.6±1.4）分与（2.4±1.3）分；LUTS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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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合并 MS 组为（11.3±6.4）年，BPH 组为（7.4±6.3）年；前列腺体积与 FINS、HOMA-IR 正

相关，r 值分别为 0.462、0.514； 

结论  MS 是多种代谢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核心是胰岛素抵抗。BPH 除了与年

龄和激素水平相关外，MS 也是其危险和临床进展因素。HOMA-IR、FINS 与 PV 成正相关，胰岛

素水平与前列腺体积明显相关，表明胰岛素参与 BPH 的形成，而前列腺细胞自身存在胰岛素受

体，因此胰岛素可以调控前列腺细胞的增生，MS 的核心胰岛素抵抗正是高胰岛素血症的结果，因

此 MS 与 BPH 的发生关系紧密。合并 MS 的 BPH 进展快，并发症多，尽早积极干预危险因素减少

急性泌尿系统事件的发生及延缓疾病的进展。同时老年 MS 可应用 IPSS、QOL 评估并监测 PV、

PSA 的变化，尽早对于是否合并 BPH 及进展危险做出判断。合并 MS 的 BPH 临床症状重，LUTS

出现时间早，PV 增大及疾病进展与 MS 存在的高胰岛素血症及胰岛素抵抗有关。 

 
 

PU-0147 

代谢综合征与血清胆红素的相关性研究 

 
王卓,童慧欣,王蕊,林淼,杨博,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代谢综合征的发生与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等有关。胆红素是一种内源性抗氧化剂。本研究旨

在探讨胆红素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方法  分别收集受试者体检数据中的有无高血压及糖尿病病史，体重指数、收缩压、舒张压、总胆

红素、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行 Tbil 水平

与 MS 之间关系的研究。 

结果  年龄、HDL-C、DBP 的均值随着 Tbil 水平的升高而升高；低 Tbil 水平组的 MS 患病率高于其

他组。男性的 MS 患病率及 5 年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新发 MS 组的基线 SBP、DBP、FBG、

TG、ALT、UA 的均值明显高于非 MS 组。随着 Tbil 水平的升高，MS 及其诊断组分患病风险逐渐

降低。随着基线 Tbil 水平升高，高血糖和低 HDL-C 血症的发病风险逐渐降低； MS、低 HDL-C 血

症在低 Tbil 水平组的发病风险最高。 

结论  血清胆红素可能是防治代谢综合征的重要因素 

 
 

PU-0148 

血清铁蛋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研究 

 
高蕾,胡云 

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铁蛋白是人体主要的铁储存蛋白，能密切反映人体铁贮存情况。近来研究发现高血清铁蛋白

症与代谢综合征、糖尿病密切相关。非酒精性脂肪肝以肝脏内脂肪的异常沉积为主要病理特征，与

腹型肥胖、脂代谢紊乱、糖耐量异常、胰岛素抵抗等相关，被称为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特征。本研

究拟探讨血清铁蛋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我院干保中心诊治的患者 299 例，根据腹部超声分为有

NAFLD 组及无 NAFLD 组。空腹抽血检测肝酶、血脂、血糖、胰岛素、血清铁蛋白、血常规。

Pearson 相关分析血清铁蛋白与各代谢指标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二元回归分析血清铁蛋白与非酒精

性脂肪肝患病率的关系。 

结果  有 NAFLD 组 178 例，其中男性 136 例，女性 42 例，平均年龄 64.9±14.5 岁；无 NAFLD 组

121 例，男性 81 例，女性 40 例，平均年龄 64.9±13.5 岁。有 NAFLD 组血清铁蛋白水平

（301.9±206.2）ng/ml 显著高于非 NAFLD 组（176±125.6）ng/ml, t=6.94，P＜0.05。血清铁蛋白

与腹围、BMI、Hb、ALT、TG 显著正相关（P＜0.05），与 HDL-C 显著负相关（P＜0.05）。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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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血清铁蛋白从低到高分成 4 等分：Q1(17.8-124.8ng/ml),Q2(125.6-199.4ng/ml),Q3(200.1-

39.1ng/ml),Q4(345.6-1074.9ng/ml)，与其对应的 NAFLD 患病率随之递增，分别为 37.3%，

52.0%，70.7%，78.4% (趋势 P<0.05); 将血清铁蛋白第一分位患脂肪肝的 OR 设为 1.00，校正年

龄、性别、BMI、Hb、TG、HDL-C 后，第二至第四分位的 OR（95%CI）分别为 1.994(0.908-

4.379)，3.334(1.464-7.595)，3.954(1.578-9.907) (趋势 P<0.05)。 

结论  血清铁蛋白水平与腹围、BMI、Hb、ALT、TG、HDL-C 显著相关，血清铁蛋白与非酒精性脂

肪肝显著相关。 

 
 

PU-0149 

ALT/AST 比值是评估中国人群胰岛素抵抗的最佳指标之一 

 
赵丽,程静,陈颖超,王宁荐,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有报道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比值与胰岛素抵抗（IR）有

关。但很少有研究在中国人群中探讨 ALT / AST 比值与 IR 的关系。本文目的在于将中国人群按照

腰围分组来探讨 ALT / AST 比值与 IR 是否相关及其关联程度。 

方法  我们的数据来自 SPECT-China 研究，该研究为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对华东地区代谢疾病

流行率和危险因素的横断面调查。总共 8398 人，平均年龄 52.16±13.16 岁，纳入本研究。测量人

体测量指标，生物化学参数和临床特征。 HOMA-IR> 2 定义为 IR。男性腰围≥90cm，女性腰围

≥80cm 定义为中心性肥胖。 

结果  ALT / AST 比值与 HOMA-IR 无论在非中心性肥胖组（B = 0.509,95％CI：0.459-0.559，P 

<0.001）还是中心性肥胖组（B = 0.607,95％ CI：0.532-0.683，P <0.001）均具有相关性。 ALT / 

AST 比值是 IR 的最佳标记之一，其中非中心性肥胖者的曲线下面积（AUC）值为 0.66（0.64-

0.69），中心性肥胖者 AUC 为 0.68（0.66-0.70）。除了 ALT / AST 比值评估 IR 的效力在非中心

性肥胖受试者中与 BMI [AUC 0.63（0.61-0.66），P = 0.08]和 TG [AUC 0.65（0.62-0.68），P = 

0.40]效力相当，以及在中心性肥胖受试者中与 BMI [AUC 0.65（0.63-0.68），P = 0.05]效力相

当，ALT / AST 比值效力优于其他代谢综合征中指标。0.81 和 0.77 分别作为评估中心性非肥胖者

和中心性肥胖者胰岛素抵抗的 ALT / AST 比值最佳切点。阳性似然比分别为 1.67 和 1.54。 

结论  ALT / AST 比值可能是评估中国人群 IR 的最佳标记之一。是否应将 ALT / AST 比值视为判断

中国人群代谢综合征附加指标仍需进一步研究。 

 
 

PU-0150 

中国社区人群肥胖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程棣,林琳,彭魁,杜瑞,徐瑜,徐敏,陈宇红,毕宇芳,王卫庆,陆洁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社区人群肥胖与自报心血管疾病及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嘉定地区抽取 40 岁以上的常驻居民 10 375 名作为调查对

象。每位受试者均接受标准化问卷调查、体格检查以及空腹采血测量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肥胖

程度采用我国卫生部在《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公布的诊断标准。将男性和女性

按照肥胖程度分为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组,比较各组心血管危险因素、自报心血管疾病及心血管

疾病预测风险。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采用 Framingham 10 年冠心病风险评分与 2013 美国心脏病

学院/ 美国心脏协会(ACC/AHA)推荐的 10 年首次严重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ASCVD)事件风险

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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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男性和女性中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自报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均随着肥

胖程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男性自报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在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组中分别为 7. 

3%、7. 6% 和 11. 2%;女性中分别为 6.2%、7. 7%和 10. 6%。与正常体重人群相比,超重和肥胖人

群的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均显著增加,其中男性肥胖人群增加更为明显,ASCVD 风险和 Framingham 

风险评估分别增加 1. 02 倍(OR = 2. 02,95% CI1. 50 ~2. 71)和 1. 57 倍(OR =2. 57,95% CI 1. 56 

~4. 22) 

结论  在中国中老年社区人群中,超重与肥胖人群的自报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

均显著上升。 

 
 

PU-0151 

上海市嘉定区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颈围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刘珊珊,汪龙,丁琳,彭魁,徐瑜,徐敏,陆洁莉,毕宇芳,王卫庆,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上海市嘉定区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颈围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  ·2014 年 8 月一 2015 年 7 月选取上海市嘉定区 4 657 名 40 岁及以上非糖尿病常住居民，进

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生化指标检测。按照颈围四分位数分组，分析颈围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

关性 

结果  ·随着颈围的增粗，腰围、体质量指数(BMI)、血压、血脂、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水平

升高，腹型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发生率显著增加(均趋势 P 值<0．01)。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性别、吸烟、饮酒、体力活动、BMI、腰围、收缩压、C 一反

应蛋白、空腹血糖和血脂等因素后，随着颈围的增粗，各心血管相关危险因素的发生风险均显著增

加(均趋势 P 值<0．01)。 

结论  上海市嘉定区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中，颈围与各心血管危险因素呈独立正相关。 

 
 

PU-0152 

糖尿病足溃疡患者血清 C 肽水平与病情严重性及愈合率的关系 

 
王淑敏,何泱,许蕾,郭凯,顾俊义,沈亚萍,顾雪明,汤正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分析糖尿病足溃疡(DFU)患者的血清 C 肽水平与病情严重性的关系,探讨 C 肽对糖尿病足溃疡

愈合的影响。 

方法  连续选取 257 例 DFU 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空腹与餐后 2h 的血清 C 肽水平及 C 肽释放

曲线下面积(AUCCP),随访患者的溃疡治疗结果与死亡情况,分析患者入院时 C 肽水平与溃疡深度

(Wagner 级别)、感染程度(1 ~ 4 级)的关系以及对愈合率的影响。 

结果  足溃疡患者血清空腹、餐后 C 肽和 AUCCP 中位数分别为 1. 37(0. 02 ~ 9. 00) nmol/ L、3. 

22(0. 02 ~ 29. 61) nmol/ L、511. 65(3. 60 ~2 691. 30)nmol·min-1 ·L-1 ,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中位

随访时间 2. 8(1. 0 ~ 5. 1) 年,结果有 75. 88％患者愈合,3. 5％患者大截肢,23. 74％患者死亡;经相关

因素校正后,患者空腹、餐后 2h C 肽水平和 AUCCP 与其 Wagner 分级和感染程度无显著相关性

(P>0. 05);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空腹 C 肽及血红蛋白是 DFU 愈合的独立保护性因素,高龄、男

性、溃疡感染和糖尿病家族史是 DFU 愈合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DFU 患者的 C 肽水平低下,与溃疡深度及感染的严重程度无显著相关性,但与溃疡的愈合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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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3 

中老年人群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李琼,李玲,王艺媛,王欣,钟铭旺,甄东户,傅松波,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中老年人群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CH）的患病率，并探讨其与代谢综合征（MS）

及其组分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基于“REACTION 研究”甘肃省的基线资料，提取资料中相关的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

实验室检查等指标。将 MS 的 5 个组分分别定义为中心性肥胖、高 TG 血症、低 HDL-C 血症、血

压升高及血糖升高。根据研究对象的甲功状态分为甲功正常组和 SCH 组，以促甲状腺激素

（TSH）水平是否＞10uIU/mL 将 SCH 分为两个亚组，比较 3 组间 MS 及其组分的患病情况。应用

偏相关分析 TSH 水平与 MS 诊断组分的相关性；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 SCH 亚组

与 MS 及其组分的患病风险。 

结果  （1）研究共纳入 9381 人，其中 SCH 的患病率为 32.1%；（2）MS 的患病率为 39.4%，男

性的患病率高于女性（48.8% VS 35.7%, P＜0.05）；其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以 60-69 岁

人群中最高；（3）TSH＞10uIU/mL 的 SCH 患者中 MS、高 TG 血症、低 HDL-C 血症及血压升高

的患病率高于甲功正常组（P 均＜0.05）；（4）MS 组的 TSH 水平高于非代谢综合征（NMS）组

（3.76±2.13 uIU/mL VS 3.68±2.02 uIU/mL, P＜0.05）；（5）采用偏相关分析显示：在校正混杂

因素后，总人群 TSH 水平与 TG、SBP、DBP 水平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0.031，r＝

0.027，r＝0.029，P 均＜0.05），与 HDL-C 水平呈负相关（r＝-0.046，P＜0.05）；（6）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混杂因素后，总人群 TSH＞10uIU/mL 的 SCH 与 MS 和血压升高的

患病风险呈正相关（OR 分别为 1.430、1.428，P 均＜0.05），SCH 与高 TG 血症的患病风险均呈

正相关（OR 分别为 1.181、1.570，P 均＜0.05），与中心性肥胖、低 HDL-C 血症和血糖升高的

患病风险未见明显相关性。 

结论  SCH 的患病率为 32.1%；SCH 患者升高的 TSH 水平可能增加 MS、血压升高和高 TG 血症

的患病风险。 

 
 

PU-0154 

体力活动水平与微量白蛋白尿 

在非高血压非糖尿病女性人群中的相关性研究 

 
林凤翔 1,2,毛文烽 1,2,古诗 1,2,秦珊 1,叶英楠 1,2,王世卿 1,2,王杰 1,2,王海滨 1,金昕晔 1,李冰 1,张瀶曦 1,陈予龙 1,王安平 1,

陈康 1,闫文华 1,巴建明 1,母义明 1 

1.解放军总医院 

2.南开大学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没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女性人群中，微量白蛋白尿与体力活动水平之间的

关系。 

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 Reaction 研究 2011-2012 年在中国 8 个地区中心的入组人群共 53639 名，选

取其中数据资料完整可信、无原发肾脏病及当日未应用 ACEI／ARB 药物的非高血压及糖化血红蛋

白低于 6.5%的非糖尿病女性共 9668 人进行分析。以受试者的尿微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 )与其所

在中心的所有 UACR 值的中位数比值（UACR/median），作自然对数转换后离散化为四等分位

数，作为衡量白蛋白尿水平的指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病史和行为生活习

惯。体力活动水平（PALs）按照国际体力活动调查问卷短卷（IPAQ-SF）收集，计算代谢当量

（METs）评估体力活动强度，并根据结果将受试者分为低体力活动水平（LPAL）、中等体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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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MPAL）、重体力活动（HPAL）水平 3 个分组。应用 Logistic 有序回归分析研究体力活动

水平与微量白蛋白尿的相关性，以 P<0.05 为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果  研究共纳入 9668 名女性，其中低、中、高体力活动水平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25.91%（2505

人）、54.62%（5281 人）、19.47%（1882 人）。在未校正模型中，与高体力活动水平组相比，

低体力活动水平组（OR=0.815，P=0.001）与中等体力活动水平组（OR=0.925，P=0.042）的受

试者的白蛋白尿水平均明显降低。在校正年龄、心率(HR）、体质量指数（BMI）、平均收缩压、

糖化血红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LDL）等相关混杂因素后，这一相关性仍显著存在，分别为低体力

活动水平组（OR=0.877，P=0.018）和中等体力活动水平组（OR=0.907，P=0.043）。在亚组分

析中，校正相关混杂因素后，UACR/median 与体力活动水平的相关性仅在年龄 50-65 岁组（低体

力活动水平组（OR=0.831，P=0.011）和中等体力活动水平组（OR=0.868，P=0.019））和 BMI

小于 24kg/m2 组（低体力活动水平组（ OR=0.828 ，P=0.007 ）和中等体力活动水平组

（OR=0.846，P=0.006））中显著存在。 

结论  在非高血压非糖尿病的女性人群中，体力活动水平与微量白蛋白尿的增高呈显著正相关。在

这些人群中，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能意味着更高的肾损伤风险。 

 
 

PU-0155 

贝前列素钠通过 SIRT3 通路减轻果糖诱导的肝脏脂肪变 

 
张鹏源,刘烈华,刘娟,万学思,陈洁,李延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明确贝前列素钠在肝脏脂代谢紊乱中的作用，同时探究 SIRT3 蛋白在贝前列素钠调节肝脏能

量代谢中的具体机制。 

方法  采用雄性 4-6 周龄 C57BL/6JNju 小鼠进行实验。小鼠饲养于 SPF 级环境中，分为正常对照

组，高果糖（60%）喂养组，高果糖（60%）联合贝前列素钠干预组，每组各 10 只小鼠。喂养期

间，定期测定空腹血糖及体重。我们将 HepG2 细胞培养于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 低糖培养基

中，采用果糖（25mM）或果糖(25mM)与贝前列素钠(10uM)共处理的方式进行实验。在转染实验

中，我们将 SIRT3 siRNA 或 PPARα siRNA 转染进入 HepG2 细胞中，转染 48 小时后加入果糖或

贝前列素钠共同处理，24 小时后消化收集。 

结果  H＆E 及油红 O 染色结果表明贝前列素钠显著改善了小鼠肝脏脂质沉积，生化分析显示贝前

列素钠降低了果糖喂养小鼠的血清甘油三酯，总胆固醇的水平，另外也降低了空腹胰岛素水平。在

基因表达层面，贝前列素钠抑制了小鼠肝脏脂质合成，促进了脂肪的分解；在 HepG2 细胞中，贝

前列素钠能够通过 SIRT3 通路减轻果糖对肝细胞 PPARα 及 Akt 通路的抑制，从而维持肝脏能量代

谢的稳定，改善果糖诱导的胰岛素抵抗水平。 

结论  1. 贝前列素钠改善果糖诱导的脂代谢紊乱和肝脏脂肪变 

2. SIRT3 及 PPARα 通路介导了贝前列素钠在肝脏脂代谢方面的有益效应 

 
 

PU-0156 

肠道菌群失调与痛风及高尿酸血症的相关性研究 

 
王魏,刘华英,顾萍,邵加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研究正常人与高尿酸血症患者中肠道菌群丰度、多样性及肠道菌群组成结构的差异，并进一

步研究痛风发作期与缓解期对肠道菌群丰度及多样性的影响，同时探讨肠道菌群失调在高尿酸血症

及痛风发作中的相关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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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适当入组标准选取受试者，包括健康对照组、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组、痛风缓解期组、痛

风发作期组各 5 例。收集受试者的血清样本，测量所有受试者基础生命体征，及尿酸、血肌酐、总

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等临床检验指标；收集受试者的粪便标本进行 16S rDNA 基因测序，

检测其肠道菌群的丰度、多样性及菌落组成。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R 软件

绘制 PCA 分析、组间菌群分布柱形图及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 

结果  1、正常对照组与高尿酸血症组除血尿酸水平外其余各项指标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而痛风缓

解组与痛风发作组之间血尿酸水平无明显差异。 

2、痛风患者较正常健康人肠道菌群丰度及多样性均存在显著降低，而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与正

常人、痛风患者缓解期与发作期之间则无明显差异。 

3、在门层级中，梭杆菌门在正常组中比例明显少于全部高尿酸患者，且在痛风患者中含量更高，

然而在痛风缓解组与痛风发作组中无明显差异；变形菌门在痛风发作组显著高于正常组，结合其相

关因子分析，变形菌门与血尿酸水平呈正相关。 

4、属层级中，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痛风患者中 Megamonas、Fusobacterium 和 Eggerthella 含量

明显升高，而 Faecalibacterium、Coprococcus、Anaerotruncus 以及 Odoribacter 含量明显减少，

并与血尿酸水平呈负相关，其中 Faecalibacterium 在痛风发作组中含量进一步降低。 

结论  痛风与高尿酸血症患者肠道菌群组成与正常人存在明显差异：在门的水平上，Fusobacteria

和 Proteobacteria 相对含量偏高；在属的水平上，条件致病菌 Fusobacterium 的相对含量增加，而

产丁酸盐的益生菌 Faecalibacterium、Coprococcus、Odoribacter 和 Anaerotruncus 含量较正常人

明显降低，尤其是痛风患者。痛风的急性发作与促使抗炎症因子产生的细菌 Faecalibacterium 数量

的降低明显相关。痛风患者的菌群丰度及多样性较正常人群及单纯高尿酸血症患者均显著降低，推

测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是痛风及高尿酸血症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PU-0157 

苯溴马隆治疗高尿酸血症 

合并轻度肾功能不全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临床观察 

 
陈彦冰,牛颖,王韶明 

长春市人民医院（原:长春铁路医院) 

 

目的  观察苯溴马隆治疗治疗高尿酸血症合并轻度肾功能不全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于我院就诊的高尿酸血症合并轻度肾功能不全（血肌酐

<178umol/L，eGFR>50ml/min）患者 1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3 例。治疗组在常

规生活方式干预治疗基础上加苯溴马隆（50 毫克，每日 1-2 次）联合金水宝、肾衰宁颗粒。对照

组在常规生活方式干预治疗基础上加用金水宝、肾衰宁颗粒。观察期为 6 个月，比较治疗前后患者

血尿酸、血肌酐、尿微量白蛋白及肾脏彩超的变化，并观察两组痛风急性发作的人次。在入组后的

6 个月中，所有入组人员须遵循以下原则：限酒，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防止剧烈运动或突然受

凉，减少富含果糖饮料的摄入，大量饮水（每日 2000 毫升以上），控制体重，增加新鲜蔬菜的摄

入，规律饮食和作息，规律运动，禁烟。治疗组患者血尿酸>430umol/L 时苯溴马隆服用剂量为 50

毫克每日 2 次，当血尿酸降至 360umol/L 左右时，苯溴马隆剂量调整为 50 毫克每日 1 次，并应用

维持剂量服用至少 6 个月。治疗组及对照组金水宝服用剂量为 3 粒每日 3 次，肾衰宁服用剂量根据

个人耐受程度（腹泻次数）选择 1 袋每日 2-3 次。要求全体入组人员每月检查 1 次血尿酸、血肌

酐、尿微量白蛋白，每 3 个月复查肾脏彩超。如痛风急性发作随时来院。 

结果  在入组的 6 个月中，治疗组无 1 人发生痛风急性发作，血尿酸较入组前下降 50%左右，血肌

酐下降 7-20%，尿微量白蛋白下降 32%，肾脏彩超较前无异常变化。治疗组有 6 人/次发生痛风急

性发作，急性期嘱患者卧床、多饮水、制动，给予非甾体抗炎药联合秋水仙碱抗炎治疗，平均在 7

天左右症状缓解。急性发作期未停用金水宝及肾衰宁颗粒。对照组血尿酸较入组前下降 10%左

右，血肌酐下降 3-9%，尿微量白蛋白下降 13%，肾脏彩超提示有 3 人肾脏体积较前缩小、血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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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降。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总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对照组总有效率 62%。两组

疗效比较有显著差异（P<0.00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苯溴马隆治疗高尿酸血症合并轻度肾功能不全患者具有较好的疗效及安全性。 

 
 

PU-0158 

艾塞那肽对高脂诱导的 NAFLD 中 FTO 水平的影响 

 
李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艾塞那肽对高脂诱导的 NAFLD 中 FTO 水平的影响，探索 GLP-1 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

疗效。 

方法  本研究分为体外细胞实验和体内动物实验两部分。体外培养人正常肝细胞 L02 细胞，分为正

常对照组、高脂组、高脂+艾塞那肽组。各组细胞同时孵育 48h；油红“O”染色测定细胞内脂滴情况; 

应用 PCR 和 Western 方法检测各组细胞内 FTO 的含量; 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各组细胞上清中 FTO

的水平。体内实验 将 24 只新西兰大白兔（8 月龄）分为 3 组，分别为正常对照组、高脂组、高脂

+艾塞那肽组。12 周后测体重和 BMI；取肝脏称量肝重、肝脏大体病理、HE 染色（观察肝脏脂肪

含量情况）; 应用 PCR 和 Western 方法检测各组肝脏 FTO 的水平。 

结果  体外实验 与正常 L02 细胞组比较，高脂组细胞内脂滴明显增多，FTO 水平升高（P＜

0.01），高脂+艾塞那肽组细胞内脂滴、FTO 水平较高脂组均下降（P＜0.01）。体内实验 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高脂组体重、BMI 和肝重均升高（P＜0.01），高脂+艾塞那肽组体重、BMI 和肝重较

高脂组均下降（P＜0.0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高脂组肝脏大体病理和 HE 染色均显示肝脏脂肪

含量升高，高脂+艾塞那肽组肝脏大体病理和 HE 染色均显示肝脏脂肪含量较高脂组下降。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高脂组肝内 FTO 含量水平升高（P＜0.01），高脂+艾塞那肽组 FTO 含量水平较高脂

组均下降（P＜0.01）。 

结论  艾塞那肽可降低 NAFLD 中 FTO 水平，进一步改善高脂诱导的肝脂肪变性，为 GLP-1 在

NAFLD 治疗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PU-0159 

弱碱性水对痛风患者血清 ADP、MCP-1 的影响 

及改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研究 

 
刘婷婷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将检测 ADP 及 MCP-1 在急慢性痛风患者及健康对照组饮用弱碱性水前后外周血中的表达水

平，并比较其差异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就诊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内分泌科门诊、

病房以及义诊活动中痛风患者，年龄 18-80 岁之间，共 140 例痛风患者，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体检中

心收集体检的无血缘关系的健康对照人群共 70 例，均为男性。入组人群共分为三大组：急性痛风

组 70 例，慢性痛风组 70 例，健康对照组 70 例。将各组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35 例，一组为弱

碱性水组，一组为常规水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并完善相关检查及问卷调查。每天饮用常规水

或弱碱性水 2000ml，周期为四周。在实验前后分别进行一次采血留尿，测定外周血中血尿酸、血

肌酐、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尿素氮、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ADP、MCP-1 水平，及

尿液中尿 PH 值、尿尿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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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临床资料结果：①慢性痛风组：弱碱性水组血糖、甘油三酯、血尿酸、尿尿酸、尿 PH 值

较药物治疗和饮水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急性痛风组：弱碱性水组血

糖、尿素氮、血尿酸、尿 PH 值较药物治疗和饮水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

规水组血尿酸值较药物治疗和饮水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健康对照组：

弱碱性水组尿 PH 值较饮水前明显升高，但仍在正常值范围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弱碱性水能够改善痛风患者血糖、尿素氮、血尿酸、甘油三酯、尿尿酸、尿 PH 值水平。 

(2)弱碱性水能够降低急性痛风患者的血清 MCP-1 水平，升高慢性痛风患者的血清 ADP 水平，能

够改善痛风患者的炎症反应。 

 
 

PU-0160 

叉头蛋白 O1 调节肝脏胆汁酸合成的作用研究 

 
冯晓云,顾鸣宇,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胆汁酸合成是肝脏胆固醇转化的主要途径，传统观点上胆汁酸的主要作用的消化脂肪，而新

近研究提示，胆汁酸合成可能是机体糖脂代谢重要的方式。叉头蛋白 O1（FoxO1）是在肝脏高表

达的糖脂代谢相关的重要的转录因子，为探求其与胆汁酸合成的关系我们设计了以下研究。 

目的：阐明 FoxO1 对胆汁酸合成代谢的是否具有调控作用及其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  体外构建过表达 FoxO1 的腺病毒载体，与空载对照分别孵育 HepG2 细胞，检测 FoxO1 转染

效率，Realtime PCR 检测过表达 FOXO1 和空白对照两组胆汁酸合成通路关键酶 FXR 的转录水

平；Western blot 检测 FoxO1 对 Fxr 蛋白水平；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明确是否 FoxO1 可以直接结合

于 Fxr 启动子调节其转录活性；构建表达 Fxr 启动子序列的荧光素酶载体重组质粒，并转染

HEPG2 细胞，定量检测 FoxO1 对 FXR 启动子活性的调控作用。 

结果  FoxO1 抑制 Fxr 等多种胆汁酸合成酶的转录和蛋白翻译；Fxr 启动子序列含有 FoxO1 的结合

序列，FoxO1 可以直接调控 Fxr 的转录；FoxO1 刺激后的 HepG2 细胞荧光素酶标记的 FXR 转录

活性下降。 

结论  转录因子 FoxO1 可直接结合于胆红素代谢通路关键酶 Fxr 的启动子序列，抑制 mRNA 转录

和蛋白合成，从而调控胆汁酸的合成代谢。 

 
 

PU-0161 

慢性肾脏疾病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及相关结局研究 

 
林琳,陈宇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城市化的推进，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患病率逐

渐增加，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在全球亦迅速蔓延。最新数据显示，糖尿

病慢性肾病已成为我国 CKD 的首要病因，并带来严重的疾病负担。因此，明确 CKD 的心血管代谢

危险因素，探究早期肾脏损伤所带来的不良心血管影响对于制订积极而有效的防治措施和维持居民

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与慢性肾脏疾病相关性探讨：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研究人群来

自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肿瘤发生风险研究队列的基线（n = 250752）和随访（n = 59777）人群、

上海宝山社区队列基线（n = 3933）和随访（n = 2491）人群以及上海嘉定社区队列随访（n = 

5845）人群。所有调查对象均进行现场问卷调查以收集生活方式、既往病史等信息；进行体格检

查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收集血液和尿液样本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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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nce Test, OGTT）及相关生化检测。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依据美国 CKD 流行病学合作研究组方程计算得出。CKD 定义为 eGFR < 60 ml/min 

per 1.73 m2或尿白蛋白肌酐比≥ 30 mg/g。 

结果  在中国 40 岁及以上社区中老年人群中，随着糖代谢状态的恶化，肾功能水平逐渐下降，

CKD 的患病率和发病率逐渐升高。 

结论   

在中国中老年人群中，糖尿病前期、新诊断糖尿病与已诊断糖尿病一样，均增加 CKD 的发病风

险；代谢健康型肥胖不是一种理想状态，因其会增加 CKD 的发病风险，且该相关性可能由全身的

炎症水平所介导；通过整合多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我们发现，理想的心血管健康状态可以显著

降低 CKD 的发生风险。同时，我们的研究证实，在无慢性肾病的人群中，RHF 与动脉硬化的风险

增加有关，且即使是轻度下降的 eGFR 水平亦与 10 年 ASCVD 风险增加显著相关。 

 
 

PU-0162 

不同肥胖亚型与慢性肾脏疾病发生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白雪,缪莹,万沁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 2014 年至 2016 年泸州地区 40 岁以上居民 2 年随访不同肥胖亚型与慢性肾脏疾病

（CKD)发生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2014 年 4-8 月在泸州市 3 个社区抽取 2893 名 40 岁以上常住居

民，均接受标准化问卷及体格检查，空腹血糖﹑ 血脂﹑肝肾功﹑尿白蛋白﹑ 尿肌酐等生化检查。

肥胖程度采用我国卫生部在《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公布的诊断标准。参照

2007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来确定代谢状态，符合 2 条以上者

为代谢异常。 

结果   经过两年的随访，在代谢正常体重正常（MHNW)人群中 CKD 的发生率为 2.1%

（41/1936），在代谢正常性肥胖（MHO)人群中 CKD 的发生率为 5.3%（19/358），在代谢异常

非肥胖（MANO)人群中 CKD 的发生率为 7.3%（23/314）,在代谢异常性肥胖（MAO)人群中 CKD

的发生率为 9.8%（ 28/285 ）。与 MHNW 人群相比， MHO 发生 CKD 的风险为 0.76

（95%CI=0.35-1.64），MANO 发生 CKD 的风险为 1.56（95%CI=1.50-2.71），MAO 发生 CKD

的风险为 2.58（95%CI=1.56-4.22）。 

结论  在泸州市 40 岁以上中老年人群中，MANO 和 MAO 这两种肥胖亚型均增加慢性肾脏疾病的发

生风险。 

 
 

PU-0163 

针刺治疗女性原发性痛经临床疗效观察 

 
来丹丹 1,方丽 2,曹亚楠 1,刘龙梅 1,姜一鸣 1,苏萌 1,邱丽蓉 1,陈静 3,王盛春 3 

1.山东中医药大学 

2.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3.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针灸理疗康复科 

 

目的  通过观察针刺治疗女性原发性痛经 VAS 评分法、痛经症状评分进行疗效评价，比较针刺和布

洛芬治疗本病的差异，为临床治疗原发性痛经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方法  纳入 2017.3-2017.12 就诊于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针灸理疗康复科、妇科科符合诊断标准的

原发性痛经女性患者，总样本量 30 例。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将全部患者分为针刺组（治疗组）和

西药组（对照组），每组 15 例。取穴：中脘、下脘、关元、气海、中极、子宫（双）、合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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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血海（双）、三阴交（双）、足三里（双）、太冲（双）。针刺组（治疗组）按针刺操作

流程，每次月经来潮前 1 周进行针刺治疗，至疼痛消失时停止针刺治疗；西药组采用口服布洛芬缓

释胶囊，于每次月经来潮痛经出现时开始服用，至疼痛消失时停止服药。两组均治疗 3 个月经周

期，并随访 2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VAS 评分法、痛经症状评分。运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 VAS 评分在治疗后均有下降( P <0.05) ，治疗期两组间评分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0.05)；随访期腹针组 VAS 评分下降明显优于布洛芬组( P＜0.05) 。两组患者痛经评分在治疗

后均下降( P< 0.05) ，治疗期两组间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随访期腹针组评分下降明显

优于布洛芬组( P＜0.05) 。 

结论  针刺可改善患者的痛经疼痛及伴随症状，远期疗效持久稳定，值得临床推广。 

 
 

PU-0164 

机体生理及病理状态下肝脏 LGR4 表达的变化 

 
姚霜霜,张翼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是否 LGR4 可能对肝脏中的营养物质代谢乃至全身的胰岛素敏感性也存在极其重要的调节作

用？ 

方法  腹腔注射葡萄糖耐量试验（IPGTT），饥饿-再进食试验（Fasting-Refed 试验），组织取

材，肝脏 TG 含量测定 ，组织总 RNA 抽提，逆转录反应，Real time PCR 。 

结果  2018 年 

结论  全身敲除 LGR4 能改善肝脏胰岛素抵抗引起的一系列代谢紊乱的症状：LGR4KO 小鼠胰岛素

敏感性增加，肝糖异生减少；肝脏脂肪沉积减少，脂质合成相关的基因表达下调。这种改善在高脂

喂养引起的代谢紊乱的小鼠模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发现都提示我们 LGR4 可能在肝脏的糖脂

代谢中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而肝脏是机体营养物质代谢的重要器官 

 
 

PU-0165 

腺病毒介导的肝脏特异性 LGR4 敲除对肝脏糖代谢的调控作用 

 
姚霜霜,张翼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我们以 HFD 小鼠和 db/db 小鼠作为胰岛素抵抗的动物模型，用重组腺病毒包装的 LGR4-

shRNA（Ad-shRNA-LGR4）和其对照病毒，通过尾静脉注射，相对特异的在肝脏中对 LGR4 进行

沉默，并在注射病毒后对其相关代谢表型进行分析。  
方法  鉴于肝脏对腺病毒的亲和性，我们用重组腺病毒包装的 LGR4-shRNA（Ad-shRNA-LGR4）

和其对照病毒，以 HFD 小鼠为对象，通过尾静脉注射，相对特异的在肝脏中对 LGR4 进行

knockdown，并观察记录了注射病毒后 10 天内两组小鼠的体重和进食量的变化。 

结果  我们发现，腺病毒介导的肝脏内 LGR4 特异性敲除小鼠的体重及进食量与对照组小鼠相比，

无明显变化。肝脏特异性敲除 LGR4 抑制 HFD 小鼠肝脏糖异生，改善胰岛素抵抗.肝脏特异性敲除

LGR4 改善 HFD 小鼠的肝脏脂质沉积.腺病毒介导的肝脏特异性敲除 LGR4 抑制 db/db 小鼠肝脏糖

异生，改善胰岛素抵抗. 

结论  不论是在高脂小鼠，还是 db/db 小鼠中，腺病毒介导的肝脏特异性 LGR4 敲除都能有效地改

善小鼠肝脏胰岛素抵抗状态：Akt 及 GSK3β 的磷酸化水平明显升高，说明胰岛素通路激活，胰岛

素作用加强；G-6-Pase 和 PEPCK 的表达水平下降，说明肝糖异生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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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6 

不同糖代谢状态肥胖人群胃肠道激素 

与炎症因子水平在口服葡萄糖刺激下的分泌特征 

 
沈郁欣,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不同糖代谢状况的肥胖患者在口服葡萄糖后，血清中胃肠道激素与脂肪炎症因子分

泌水平的变化，进而探讨在重度肥胖症这一特殊群体中，胃肠道激素及炎症因子与糖代谢紊乱的潜

在相关性，为预防肥胖所引起的糖代谢紊乱提供新的方向，为糖尿病及肥胖等并发症带来新的治疗

靶点 

方法  根据严格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控制混杂因素后，以 BMI〉30kg/m2 为肥胖人群，入选 30

名；BMI 18Kg/m²～25Kg/m²为正常对照，入选 10 名；年龄均在 18～35 岁。根据 75g 口服葡萄糖

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按照分为肥胖糖耐量正常组（NGT 组）10 例，肥胖糖耐量减低组

（IGT 组）10 例，肥胖 2 型糖尿病组（T2DM 组）10 例，及正常对照组（NC 组）10 例。分别比

较四组的基线指标，各组间胃肠道激素与炎症因子分泌水平差异，以及四组各项指标曲线下面积

（AUC）的差异性，并分析探讨胃肠道激素与炎症因子在不同糖代谢肥胖人群中的关系。 

结果   

1. 肥胖 NGT 及 T2DM 组的 AUCpp 与 NC 组相比显著性升高。T2DM 组的 PP 水平在整个

OGTT 中各时间点高于 NC 组。 

2. 在肥胖患者中，血浆 TNF-α 水平与糖化血红蛋白高度相关，且 TNF-α 水平在 T2DM 组中

显著升高。 

3. 在肥胖人群中，BMI 与糖负荷后的 Ghrelin60min、PYY120min、MCP180min和 AUCLeptin显著相

关。 

4. 肥胖人群中，糖负荷后，血浆 PP180min、TNF-α30min、TNF-α60min 、TNF-α120min、TNF-

α180min和 AUCTNF-α，与 HbA1c 显著相关。10) 肥胖人群中 Amylin 与 IL-6 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  基线情况下，3 组重度肥胖患者与正常人相比，Ghrelin 水平明显下降；在重度肥胖患者中

T2DM 的 GIP 水平比 NGT 患者明显升高；而在糖耐量正常的重度肥胖患者 PP 比正常人分泌高，

其他的胃肠道激素与细胞因子在各组别间则无明显差异。炎症因子（TNF-α、IL-6、MCP-1）在口

服糖负荷后无显著动态变化，其与肥胖患者的糖耐量状况无明显相关，而与肥胖状态关系更密切。

炎症因子中，TNF-α 可能参与了肥胖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PU-0167 

血脂及相关基因与代谢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吕晓斐,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载脂蛋白 B/A-I（Apolipoprotein B/A-I，Apo B/A-I）与 NAFLD 的相关性，探讨血脂水平

相关基因位点 GCKR rs780092 与 2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调查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生活方式、既往病史及用药史等信息，

对研究对象进行身高、体重、腰围和静息时坐位血压的测量。采集空腹静脉血进行血糖、血脂、胰

岛素和肝肾功能等生化指标的测量。在嘉定横断面人群中采用腹部 B 型超声检查进行肝脏的评估，

NAFLD 的诊断依据 2010 年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 NAFLD 诊疗指南。2 型糖尿病的诊断参照

1999 年 WHO 标准。使用专业统计软件包 SAS version 9.3（SAS Institute, Cary, NC）进行数据

管理及统计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06 

 

结果  血脂相关基因位点 GCKR rs780092 与 2 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在淞南随访队列中，512 名

研究对象在随访期间发生 2 型糖尿病，占总人群的 9.1%。GCKR rs780092 与基线时甘油三酯水平

显著相关，每增加一个 T 等位基因，TG 水平升高 0.11 mmol/L；总胆固醇水平逐渐升高；空腹血

糖水平逐渐降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后，GCKR 

rs780092 每增加一个 T-allele，2 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降低 14%。我们进一步发现 GCKR 

rs780092 基因型与 TC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 2 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存在交互作用。在携带

GCKR rs780092 CC 基因型的人群中，TC 和 LDL-c 每升高一个标准差，2 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分

别增加 58%，而在携带 TT 基因型的人群中，相应的风险分别仅增加 19%。 

结论   在中国中老年社区人群中，载脂蛋白 B/A-I 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甘油三

酯位点 GCKR rs780092 T-allele 与低的 2 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相关，并且高血脂相关的 2 型糖尿

病的发生风险在携带 GCKR rs780092 T-allele 的人群中明显降低。 

 
 

PU-0168 

血清钙、磷和铁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研究 

 
林如海,毕宇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大规模社区研究人群中探讨血清钙 (serum calcium, Ca）、血清磷（serum 

phosphorus, P）及血清铁 (serum iron, SI）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市嘉定区选取 10375 名 40 岁以上的社区居民进行横断面

研究分析。通过标准化流行病学调查问卷采集受试对象的一般状况、既往疾病史及家族史、用药

史、教育程度、饮食、生活方式等人口学资料；经过统一规范化培训的工作人员为受试者进行常规

体格检查，包括测量身高、体重、臀围、腰围、静息血压等。所有受试者均进行 75g 口服葡萄糖耐

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t test, OGTT），采集受试者空腹状态及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后 2 小

时的血浆及血清标本，检测血电解质、血糖、血脂、胰岛素、肝肾功能等各项指标。所有受试对象

均接受腹部超声检查，结合超声检查结果和既往病史诊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结果  一、血清钙、磷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高水平钙离子组人群的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患病风险增加 48%（OR = 1.48, 95% CI 1.25-1.75）。在校正了相关混杂因素后，高水平血

清磷上四分位组人群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病风险是低水平下四分位组人群的 1.27 倍（OR = 

1.27, 95% CI 1.07-1.50），血清钙磷乘积上四分位组人群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病风险是下四

分位组人群的 1.44 倍（OR = 1.44, 95% CI 1.22-1.70）。 

二、血清铁离子浓度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 ：随着血清铁离子浓度的升高，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的患病率也逐步升高（趋势 P 均< 0.0001）。与血清铁离子浓度处于下四分位的人群相

比，在校正了性别、年龄、体质指数、腰围、吸烟饮酒状态、体育运动、血压、血糖、血脂、估算

的肾小球滤过率和胰岛素抵抗指数等相关因素后，血清铁离子浓度处于上四分位的人群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患病风险增加 68%（OR = 1.68, 95%CI 1.41-2.02）,另外血清铁离子浓度每增加 1 个标

准差，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病风险随之增加 23%（OR = 1.23, 95% CI 1.15-1.31）。 

结论  在 40 岁及以上的上海市嘉定区中老年人群中，血清钙、磷和铁离子水平升高与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患病风险增加存在显著相关性，提示血清钙、磷和铁离子水平可能作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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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9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中维生素 D 水平 

与肌力、平衡能力的关系 

 
魏祺,郭蔚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中维生素 D 水平与肌力、平衡能力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病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共 92 名

（其中男性 58 名，女性 34 名），平均年龄（64.4±3.18）岁，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其基本情况，测

定其血清 25-(OH)D 水平，并进行肌力及平衡能力测试，包括简易躯体能力测试（ short 

physicalperformance battery,SPPB)及计时起走测试（timed up and go,TUG）以及握力，检测骨

密度、糖化血红蛋白（ Hemoglobin A1C,HbA1C ）、血钙 (Ca) 、血磷 (P) 、甲状旁腺素

（parathyriod hormone,PTH）、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Ⅰ型胶原 C 端肽(CTX)。评估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并探讨维生素 D 水平及骨密度、骨代谢指标与老年人肌

力、平衡能力的关系。 

结果  研究对象血清 25-(OH)D 水平低 50nmol/L 者占 60.32%，且血清 25-(OH)D 水平与年龄呈负

相关（ P＜0.05）。年龄与肌力、SPPB 得分、TUG 时间呈负相关（P＜0.01）。血清 25-(OH)D

水平与简易躯体能力测试得分呈负相关（P＜0.05）。 血清 25-(OH)D 水平与 TUG 时间呈负相关

（P＜0.05）。血清 25-(OH)D 水平与肌力呈负相关（P＜0.05）。骨密度及糖化血红蛋白、血钙、

血磷、甲状旁腺素、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Ⅰ型胶原 C 端肽(CTX)与老年人肌力、SPPB

得分、TUG 时间无明显相关性（ 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普遍存在血清维生素 D 水平较低的现象，维生素 D 不足或者缺乏者高

达 60.32%，且与年龄呈负相关。2 型糖尿病中老年人群肌力、平衡能力与年龄呈负相关，血清 25-

(OH)D 水平与肌力、平衡能力呈负相关。 

 
 

PU-0170 

血清 C 反应蛋白/催产素比值评估代谢综合征发病的价值 

 
邓家良,马苏娴,于淑萍,洪霞飞,袁国跃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C 反应蛋白（CRP）/催产素（OXT）比值与代谢综合征（MS）的相关性，研究

CRP/OXT 比值对评估 MS 发生风险的价值。 

方法  选取初诊 MS 患者（MS 组）87 例，性别、年龄与之匹配的非 MS 人群（non-MS 组）81

例，所有受试者均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CRP，ELISA 法测

定血清 OXT，同时测定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OGTT 2 h 血糖（2 h 

PG）、空腹胰岛素（FIns）、OGTT 2 h 胰岛素（2 h Ins）、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比较两组间的差

异，分析各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与 non-MS 组比较，MS 组血清 CRP 水平高，OXT 水平低，CRP/OXT 比值高（P 均＜

0.01）。相关分析显示，CRP/OXT 比值分别与体质量指数（BMI）、腰围（WC）、收缩压

（SBP）、HbA1c、FPG、2h PG、FIns、2h Ins、TG、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CRP 呈正相关（P 均＜0.05），与 HDL-C、胰岛 β 细胞功能（HOMA-β）、OXT 呈负相关

（P 均＜0.001）。以血清 hs-CRP/OXT 比值的三分位点为截点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低水平（T1

组）、中水平（T2 组）、高水平（T3 组），其 MS 发病率分别为 21.4%、60.7%、73.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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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呈上升趋势。ROC 曲线分析提示，CRP/OXT 比值诊断 MS 发生的曲线下面积为 0.768

（0.697,0.830），优于单用 CRP［0.744（0.671,0.808）］、OXT［0.670（0.593,0.740）］（P

均＜0.05）。 

结论  1、随着血清 hs-CRP/OXT 比值升高，MS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2、在评估 MS 发病风险上，血清 hs-CRP/OXT 比单独使用 hs-CRP、OXT 更具优势。 

 
 

PU-0171 

小檗碱对非酒精性脂肪肝小鼠糖脂代谢的改善及相关分子机制 

 
陈弘,张林杉,常薪霞,颜红梅,卞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小檗碱对高脂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小鼠糖脂代谢及肝脏

PPARγ/LXRα/CYP7A1 表达的影响。 

方法  40 只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AFLD 组、小檗碱高剂量和低剂量组，采用连续

高脂饮食构建 NAFLD 模型，小檗碱干预 4 周后行血脂检测、腹腔葡萄糖耐量实验（IPGTT），肝

脏病理学检测（HE 和 PAS 染色），qPCR 和 Western-blot 检测肝脏 PPARγ/LXRα/CYP7A1 表达

水平。 

结果  NAFLD 组肝脏组织见明显脂肪变性和糖原沉积，血脂水平及 IPGTT 各时间点血糖水平较正

常组显著升高（P<0.01），肝脏组织 PPARγ/LXRα/CYP7A1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0.01）。小檗碱干预 4 周后，肝脏脂肪变性与糖原沉积明显减轻，血脂水平较 NAFLD 组显著

降低（P<0.05），各时间点血糖水平较 NAFLD 组有一定降低，PPARγ/LXRα/CYP7A1mRNA 及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高剂量组干预效果优于低剂量组。 

结论  小檗碱可能通过调控 PPARγ/LXRα/CYP7A1 的表达改善 NAFLD 小鼠糖脂代谢紊乱。 

 
 

PU-0172 

振动运动对 ApoE-/-小鼠白色脂肪组织炎症因子及脂代谢的影响 

 
车晓丹,刘畅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高脂饮食诱导的 ApoE-/-小鼠进行振动运动干预，观察小鼠血清总胆固醇（TC）、甘

油三酯（TG）及白色脂肪组织炎症因子的表达。 

方法  1、取健康雄性 8 周龄 ApoE-/-小鼠（南京模式动物研究所）32 只，体重为 20-22g，将其随机

分为 2 组：正常饮食组（16 只），高脂饮食组（16 只），正常饮食组给予普通饲料喂养，高脂饮

食组给予高脂饲料喂养，连续 8 周。分组后，将正常振动组及高脂振动组大鼠给予振动训练，振动

组频率为 15Hz，时间为 30min/次，1 次/天， 6 天/周，共 12 周。 

2、振动结束后，用于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含量，HE 染色观察

各组小鼠白色脂肪组织形态及结构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小鼠白色脂肪组织中 NF-κB 

p65、IL-6、TNF-α、MCP-1 蛋白表达。 

结果  1、ApoE-/-小鼠血脂指标：与正常对照组（NC）相比，高脂对照组（HC）血清 TG、TC 增

加，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脂对照组（HC）相比，高脂振动组（HV）血清

TG、TC 下降，并且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ApoE-/-小鼠白色脂肪 HE 染色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NC）相比，高脂对照组（HC）脂肪

细胞体积增大，与高脂对照组（HC）相比，高脂振动组（HV）脂肪细胞体积变小； 

3、ApoE-/-小鼠白色脂肪炎症相关的蛋白表达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正对照组（NC）相比，

高脂对照组（HC）白色脂肪组织中 NF-κB p65、MCP-1、TNF-α、IL-6 蛋白表达升高，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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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脂对照组（HC）相比，高脂振动组（HV）脂肪组织中 NF-κB p65、

MCP-1、TNF-α、IL-6 蛋白表达降低，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振动运动能改善 ApoE-/-小鼠脂代谢紊乱，可能通过抑制 NF-κB 激活，下调 MCP-1、TNF-

α、IL-6 蛋白的表达，降低白色脂肪组织炎症状态。 

 
 

PU-0173 

家族性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外周血外泌小体 miRNA 表达谱分析 

 
阮菁,李乃适,程歆琦,黎明,李戈,杨鹏,陈晨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究家族性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外周血外泌小体内 miRNA 的表达谱，分析其在高甘油三酯

血症介导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收集 1 个家族性高甘油三酯血症家系的外周血，提取血浆外泌小体内总 RNA，行全 miRNA

测序及 RT-PCR 验证，同时检测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瘦素、脂连素等，挑选表达差异大、且

与血糖有相关性的 miRNA，利用以 Target Scan、miRanda 及 miRBD 等行靶基因预测及生物通路

（KEGG pathways）分析。 

结果  先证者及其母亲皆存在 LPL 基因 c.835C>G p.Leu279Val 杂合突变，与家族内阴性对照相

比，其甘油三酯水平升高（6.80±2.38 mmol/L vs 1.62±1.00 mmol/L），糖化血红蛋白升高

（7.66±0.03 % vs 5.20±0.92 %），瘦素水平明显升高（0.405±0.084 ng/ml vs 0.102±0.051 

ng/ml）。外泌小体内 miRNA 测序及 RT-PCR 验证显示 mir-9、mir-192、mir-186-5p、lef-7f-2 等

microRNA 与对照组比有显著下降，KEGG 富集分析示上述 microRNA 与 FOXO 等信号通路相关,

生物信息学分析及体外研究发现 mir-9 可作用于瘦素并调控其表达。 

结论  家族性高甘油三酯血症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血清瘦素升高，其血浆外泌小体内 mir-9、mir-

192、mir-186-5p、lef-7f-2 均较正常对照明显下降。 

 
 

PU-0174 

脂联素及其相关基因预测代谢健康型肥胖 

和体重正常的代谢性“肥胖”：BCAMS10 年随访研究 

 
李戈 1,黎明 1,李玉 1,付俊玲 1,肖新华 1,高珊 2,米杰 3 

1.北京协和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内分泌科 

3.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学教研室 

 

目的   代谢健康型肥胖（MHO）和体重正常的代谢异常者或者称正常体重的 “代谢性肥胖 ”

（NWMO）在成人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脂联素（APN）等脂肪因子分泌紊乱可能为两者的关键

机制之一。本研究基于 10 年随访队列研究，探究儿童期 APN 水平及其相关基因在不同体重状态下

对代谢异常的预测价值。 

方法  对北京地区的 3482 名 6-18 岁的 BCMAS 高危人群进行长达 10 年的随访研究。测定血清

APN、血脂、血糖等。选取并检测 GWAS 研究获得的 6 个亚洲成人脂联素相关基因的位点。超重/

肥胖的诊断采用性别、年龄特异的 BMI 标准（>85th/> 95th）；代谢异常为伴有任一代谢综合征

（ATPIII-MS）组分及胰岛素抵抗（HOMA-IR>3）。 

结果    在基线 1610 名体重正常的儿童中，39%的儿童被诊断为 NWMO。在 1872 名超重肥胖儿

童，MHO 占 2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性别、年龄、青春发育、运动、饮食及

BMI 后，APN 水平降低显著增加 NWMO 风险（OR=0.81，95% CI = [0.67-0.99]）。独立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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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及 APN 水平，ADIPOQ rs6773957 及 CDH13 rs4783244 位点也与 NWMO 风险显著相关

（rs6773957：1.26 [1.08-1.46]；rs4783244：0.83 [0.70-0.97]）。在超重肥胖儿童中，APN 和

CDH13 rs4783244 也独立于上述因素与代谢异常相关。经 10 年随访，在校正基线 BMI 及糖脂代

谢指标后，儿童期 APN 水平降低（0.48 [0.27-0.86]）及 rs6773957 位点（2.64 [1.04-6.70]）仍可

独立预测成年期代谢异常风险。 

结论  首次发现儿童期 APN 水平降低可以在正常体重及超重肥胖状态下增加代谢异常风险，并可独

立于传统危险因素预测成人期代谢异常。APN 相关的两个重要基因位点 rs6773957（3`UTR）及

rs4783244(高分子 ANP 受体)为代谢异常潜在的遗传标志。 

 
 

PU-0175 

正常体检人群中高 TSH 组 

与低 TSH 组体重指数、血糖、血脂、尿酸的比较 

 
刘丽萍 

丹东市中心医院 

 

目的  甲状腺激素参与机体多种代谢过程，而促甲状腺激素（TSH）能更灵敏地反映体内甲状腺激

素水平。亚临床甲减对代谢的不利影响已经明确，我们这个实验想了解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中，

TSH 的不同水平对各种代谢指标有怎样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体检中心体检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男 156 人，女 127 人，年龄在 45-70 岁。排除甲

状腺疾病、垂体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病、及正在治疗中的上诉疾病者，排除肝肾心功能不全者，

排除服用调脂药、降尿酸药、糖皮质激素、雌激素、抗癫痫药者。所有体检者清晨测量身高、体

重，计算体重指数（BMI），空腹采集静脉血，检测血清中 TSH、尿酸、葡萄糖（FPG）、总胆固

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按性别分组，再按 TSH 不同分高 TSH 组（TSH≥2.5）和低

TSH(TSH<2.5)组，进行一般情况比较。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定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无论在男性或女性人群中，高 TSH 组的 BMI、LDL-C 均高于低 TSH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男性人群中 BMI 在高 TSH 组 27.3±6.2，低 TSH 组 26.1±8.6，LDL-C 在高 TSH 组 3.37±0.64 

mmol/L，低 TSH 组 2.59±0.52 mmol/L；女性人群中 BMI 在高 TSH 组 27.6±5.8，低 TSH 组

25.3±7.2，LDL-C 在高 TSH 组 3.25±0.35mmol/L，低 TSH 组 2.86±0.57mmol/L。而 FPG 无论男

性或女性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男性人群中，高 TSH 组尿酸水平 389.60±19.5μmol/L，高于

低 TSH 组 356.9±20.5μmol/L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而 女 性 人 群 中 高 TSH 组 TC

（5.22±0.27mmol/L）高于低 TSH 组（4.96±0.58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对不同指标与 TSH 进行相关性分析。无论男性或女性 TSH 升高与 BMI（r=0.762,95%CI 

0.620,0.932）、LDL-C（r=0.0.852,95%CI 0.841,0.934）、尿酸（r=0.852,95%CI 0.561,0.753）

显著正相关。 

结论  目前我们把 TSH 正常值高限定在 4.2µIU/L 左右，但是在 2.5-4.2µIU/L 之间的人群来说，高

TSH 对机体的尿酸、BMI、血脂等不利影响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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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6 

每周行走时间和肾小球滤过率的相关性研究 

 
王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适量的身体运动已经被公认为有助于预防慢性病的发生，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肿瘤等疾

病。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或者 75 分钟的高强

度活动。中国也出现了很多由中老年人组成的快走团。目前，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方式，但

是关于行走时间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老年人每周行走时间

和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于 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12 月开展，研究对象主要为 40 岁以上的中国人群。本研究采用

了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了甘肃、广西、广东、河南、湖北、辽宁、上海以及四川省的长住居

民。对所有参与者，采用统一规范标准化的调查问卷，由接受过同一的专业培训的医生进行调查问

卷中信息的采集。统一规范的调查问卷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信息：人口学资料、生活习惯、既往

史以及家族史等。同时进行了体格检查以及相关的血生化指标的检测。以 eGFR ≤90 ml/min/1.73 

m² 作为本次研究的终点事件。最终，共有 43858 人纳入本项研究。 

结果  共有 43858 人纳入本项研究。研究人群中平均年龄为 56.84 (51.15- 63.00)岁，其中男性占

30.86%，女性占 69.14%。eGFR 为 100.10 (92.43-106.43) ml/min/1.73²。。根据四分位数法将每

周行走时间四等分为四组。经过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校正混杂因素后，每周行走时间和 eGFR

降低具有相关性(Q2: OR = 1.09, 95% CI [0.99, 1.21]; Q3: OR = 1.18, 95% CI [1.07, 1.29] Q4: OR 

= 1.15, 95% CI [1.04, 1.26]), P＜0.05。分层分析显示在年龄≥60 岁的研究人群中，每周行走时间

和 eGFR 的降低具有明显的统计学相关性，但是在年龄＜60 岁的研究人群中则没有明显的统计学

差异。每周行走时间和 eGFR 的降低在男性和女性的分层分析中则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结论     

（1）：每周行走时间和 eGFR 的降低具有相关性。 

 （2）：在年龄≥60 岁的研究人群中每周行走时间和 eGFR 的降低显著相关，但是在年龄＜60 岁的

研究人群中则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人群特点制定个性化的运动方案。 

 
 

PU-0177 

血清铁蛋白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研究 

 
刘玥隽 1,2,夏明锋 1,2,卞华 1,2,张林杉 1,2,颜红梅 1,2,常薪霞 1,2,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 

2.复旦大学慢性代谢性疾病研究所 

 

目的  肝脏铁沉积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病理变化。血清铁蛋白

（serum ferritin，SF）水平可反映肝脏铁沉积程度。本研究旨在分析 SF 与 NAFLD 患者肝脏脂肪

沉积、纤维化的相关性及 SF 在诊断 NAFLD 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 3 组共 5150 名研究对象，采集病史资料、生化指标，测定 SF 水平。组 1 的 192

例患者肝穿刺标本以 NAFLD 活动度积分（NAFLD activity score，NAS）评估肝脏组织炎症及纤维

化程度。NAS ≥ 5 诊断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NAS<3 排除 NASH。组 2 纳入 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我院内分泌科的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530 例。肝脏彩色超声评估患者肝脏脂肪

含量（LFC-US），无创肝脏纤维化评分（NAFLD fibrosis，NFS）评估患者肝脏纤维化严重程

度。组 3 为上海长风社区 45 岁以上的慢性病前瞻性研究人群（n=4428），测定基线 LFC-US。采

用单因素相关性分析、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研究 SF 与 NAFLD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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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F 是代谢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肝脏活检确诊 NASH 患者 SF 水平高于非 NASH 患者。

然而，根据 NFS 诊断的进展期肝纤维化的糖尿病患者 SF 水平显著低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较轻的

糖尿病患者。校正了糖尿病病程后，SF 水平与男性患者 NFS 显著相关。根据 LFC-US 诊断的

NAFL 糖尿病患者 SF 水平显著高于非 NAFL 患者。Logistic 回归分析示 SF 是肝酶异常的糖尿病患

者 NAFL 的独立危险因素。中老年社区人群 SF 水平与 LFC-US 密切相关，SF 是男性、绝经期女

性 LFC-US 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SF 水平与中国人群肝脏脂肪沉积、纤维化程度独立相关，在糖尿病患者中该关系更为显著。

因此，SF 水平可能作为临床诊断 NAFLD 的血清学指标。 

 
 

PU-0178 

mimecan 通过 TLR4 促进脂肪组织 

巨噬细胞炎症介导胰岛素抵抗 

 
张倩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慢性炎症是导致肥胖相关胰岛素抵抗的主要原因。前期发现 mimecan 原核蛋白腹腔注射小鼠

促进肌肉及脂肪组织炎症并促进胰岛素抵抗，mimecan 除小鼠高脂饮食后体重与对照组无差异，

但是胰岛素抵抗明显改善，但是其导致胰岛素抵抗的机制尚不清楚，因此我们研究 mimecan 是否

通过促进巨噬细胞炎症因子表达介导胰岛素抵抗的发生。 

方法  体内 mimecan 敲除及 WT 小鼠高脂饮食 12 周后取附睾脂肪组织去除脂肪细胞后检测 SVF 成

分炎症基因的 mRNA 表达。体外用 mimecan 原核蛋白刺激 WT 小鼠原代腹腔巨噬细胞，检测其炎

症基因表达及 TLR4 抑制剂 TAK242 后与 mimecan 共处理组腹腔巨噬细胞炎症基因表达。取

mimecan 敲除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检测其炎症基因表达。 

结果  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后 mimecan 敲除小鼠 SVF 成分炎症基因 IL-6,IL-1β，TNFα，NOS2 的

mRNA 表达显著高于 WT 小鼠，mimecan 原核蛋白刺激 WT 小鼠原代腹腔巨噬细胞后多种炎症因

子表达升高且在加入 TLR4 抑制剂 TAK242 后明显逆转。mimecan 敲除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MCP-

1,IL-6 的表达显著低于 WT 小鼠。 

结论  mimecan 通过 TLR4 促进巨噬细胞炎症相关基因表达，mimecan 可能通过 TLR4 促进脂肪组

织巨噬细胞炎症因子分泌介导胰岛素抵抗。 

 
 
 

PU-0179 

健康教育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二级预防他汀类药物依从性的观察 

 
乔曼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评估健康教育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在二级预防中他汀类药物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将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4 月，于北京安贞医院普内科住院治疗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124 

例，应用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分为干预组( 60 例) 和对照组( 64 例) ，对干预组进行规范的健康教

育，对照组仅给予一般的科普宣教，观察两组患者随访 3 个月、6 个月及 1 年时的他汀类药物使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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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完成随访 117 例，干预组 57 例，对照组 60 例，健康教育组患者他汀类药物使用率在 3 个

月、6 个月及 1 年时明显高于对照组( 分别为 76. 3%vs． 49. 2%，P = 0. 004; 70. 7% vs． 43. 

5%，P = 0. 003; 64. 9% vs． 33. 3%，P 

= 0. 001) 。健康教育能明显提高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病史，非医保患者血管共病

个数较少 

者他汀类药物的使用率。 

结论  健康教育能明显提高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他汀类药物的依从性，且对无血管性危险因素，血管

共病个数较少的患者影响显著。健康教育对非医保患者长期坚持他汀类药物的使用起到显著促进作

用。 

 
 

PU-0180 

代谢综合征联合高尿酸血症评估冠心病发病风险的价值研究 

 
赵越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代谢综合征合并高尿酸血症对冠心病发病是否有叠加效应。 

方法  纳入 412 例研究对象，其中代谢综合征(MS)患者 188 例及非代谢综合征(Non-MS)患者 224

例，又以血清尿酸（UA）水平 420µmol/L（男性）或 UA360µmol/L（女性）为切点分为非代谢综

合征合并非高尿酸血症组（A 组）、非代谢综合征合并高尿酸血症组（B 组）、代谢综征合并非高

尿酸血症组（C 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高尿酸血症组（D 组）。比较四组间各项临床指标并统计冠

心病患病比例。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尿酸水平合并 MS 及相关因素对患冠心病的相对风险。 

结果  与 Non-MS 组相比，MS 组体重、体质指数（BMI）、舒张压(DBP)、尿素氮（BUN）、尿酸

（UA）、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甘油三酯 (TG)、空腹血糖（FPG）均明显升高

（P<0.05）。各亚组间体重、BMI、尿素氮、尿酸、空腹血糖、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C）具有统计学意义，冠心病患病比例在 A 组、B 组、C 组、D 组依次升高。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代谢综合征、年龄、中高水平尿酸、谷草转氨酶（AST）及男性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随着尿

酸水平的增加，冠心病患病风险性显著升高。 

结论  与单用 MS 或 单用高 UA 血症相比，联合二者预测冠心病患病价值更高。 

 
 

PU-0181 

高尿酸血症与教育水平的关系 

 
宋晓慧 1,胡文超 1,何兰杰 1,陈丽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研究甘肃泾源 9955 名居民高尿酸血症与教育水平的关系。 

方法  将 9955 名居民按照血尿酸水平分为非高尿酸血症组与高尿酸血症组。采集性别、年龄、名

族、吸烟史、饮酒史、教育水平等资料，比较两组的 BMI、空腹血糖、2 小时血糖、血脂、甲功等

指标。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人群在性别、民族、教育水平、吸烟、饮酒、BMI、空腹胰岛素、空腹 C 肽、总胆固

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存在显著差异。性别、民族、教育水

平、饮酒、BMI、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因

素。教育水平越高，高尿酸血症的患病风险越大。 

结论  高教育水平是高尿酸血症的独立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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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2 

自主神经功能评价在代谢综合征早期筛查和诊断中的价值 

 
孙侃,李勉,毕宇芳,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心血管疾病发病和相关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危险因

素之一。目前尚缺乏早期筛查和评估 MS 风险的有效方法。EZSCAN 检测能通过直流电诱发反向

离子电渗法来评估人体自主神经功能。自主神经功能评估有助于早期筛查 MS 患者。 

方法  本研究通过 EZSCAN 风险评分来测定自主神经功能，并籍此来评估人群 MS 的患病风险。最

终共有 5815 名年龄 40 岁以上的受试者完成了 EZSCAN 检测、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生化检测。

MS 采用按照亚洲人特点改良的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第三次报告(NCEP - ATPIII)诊

断标准。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 EZSCAN 对 MS 的筛查效果 

结果   1.在完成调查的受试者中，有 1670 名被诊断为 MS，总患病率为 28.7%。MS 的患病率随着

EZSCAN 评估风险度的升高而上升，经 EZSCAN 评估为无风险组，中等风险组和高风险组的患病

率分别为 9.3%，24.2%以及 42% (组间趋势 P＜0.001)。 2.随着 MS 组份的增加，EZSCAN 风险

评分也逐渐增加(组间趋势 P＜0.001)。 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相关混杂因素后，

经 EZSCAN 评估为高风险组人群患 MS 的风险较无风险组人群明显升高，OR 及其 95%CI 为 3.84 

(2.82-5.22)。 4.EZSCAN 诊断 MS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5 (95% CI 0.64 - 0.67)，其最佳工作

切点诊断 MS 的敏感性为 80.5%，特异性为 40.8%。 

结论  EZSCAN 作为一项简便无创的检测手段，在 MS 患病风险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中有

着较好的应用价值。 

 
 

PU-0183 

低风险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和低度蛋白尿的相关性研究 

 
刘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非糖尿病非高血压人群 NAFLD 与低度蛋白尿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选择上海市嘉定区 2 个社区中 40 岁以上共 1，0375 位居民进行人群研究。采用健康

问卷、体格检查和标本检验的方法收集疾病信息和评价健康状态。收集清晨第一次尿样测定尿蛋白

肌酐比值（UACR），通过肝脏 B 超联合肝酶的方法诊断 NAFLD。删除过量饮酒和可能导致肝损

的疾病、UACR 值缺失、2 型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疾病患者，既往肾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患

者，最终有 3193 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按照 UACR 水平，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四分位（<2.54 

mg/g，2.54-4.08 mg/g，4.08-6.67 mg/g，≥6.67 mg/g），正常范围 UACR 的第四分位定义为低度

蛋白尿。 

结果  在非糖尿病非高血压人群中，校正年龄和性别后，相比非 NAFLD 组，NAFLD 组 UACR 水平

明显增高（5.37 ± 0.09 mg/g vs. 5.97±0.19 mg/g；P = 0.003），且低度蛋白尿的比例显著增高

（24.4% vs. 28.1%，P = 0.003）。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表明除了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腰

围、收缩压、胰岛素抵抗指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肾小球率过滤估计值，NAFLD 与正常范围

UACR 呈独立相关性。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NAFLD（是/否）为自变量，UACR 四分位为因变

量（低度蛋白尿定义为 1，非低度蛋白尿定义为 0），校正年龄和性别后，与非 NAFLD 组相比，

NAFLD 组低度蛋白尿风险显著增加（OR = 1.24，95% CI = 1.01-1.52，P = 0.04）。继续校正血

压、血糖、血脂、胰岛素抵抗和肾小球率过滤估计值等混杂因素后，NAFLD 和低度蛋白尿之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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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相关性（OR = 1.36，95% CI = 1.04-1.78，P = 0.03）。在无代谢综合征人群中，与非

NAFLD 组相比，NAFLD 组低度蛋白尿的相对危险度为 1.55（95% CI = 1.11-2.16, P = 0.01）。 

结论  在非糖尿病非高血压人群中，NAFLD 与低度蛋白尿密切相关，且相关性独立于 BMI、血糖和

血脂等传统危险因素。 

 
 

PU-0184 

基础血清总胆红素对 8 年后代谢综合征发病的预测价值 

 
向军,王帆,刘楠,赵琳,孙崴,苏本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索经 8 年随访国人基线血清总胆红素是否可预测代谢综合征（MS）的发生。 

方法  该研究选取某三甲医院 2009 年参加体检的 1267 名医院职工为研究对象。8 年后（2017 年）

对 2009 年基线状态下非 MS 的个体进行随访。详细采集每位受试者的基线及 8 年后姓名、性别、

年龄、家族史、既往史以及相关治疗情况等，测定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收集血糖，LDL-

C、HDL-C、TG）、总胆红素（TB）、ALT、AST，除外急、慢性病毒性肝炎等。将基线状态 TB

按三分位从低到高依次分为 T1 、T2、T3 三组，计算对 8 年后新发 MS 风险。按照 2013 版《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的 MS 的定义标准来判断是否为 MS，由于腹围及 75gOGTT 2 小时血糖

数据缺乏，则肥胖或超重定义为 BMI≥25kg/㎡，血糖紊乱以 FBG≥6.1 mmol/L 或是否已确诊糖尿病

标准。 

结果  1.  1267 名受检者，剔除现患 MS 者 980 人纳入随访（男性占 75.8%），年龄范围为 21-85

岁，平均年龄（42.35 ± 15.26)岁。8 年后有 661 人（67.5%）完成最后一次随访，78 人符合 MS

诊断。2.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经调整年龄、性别之后，基线（2009 年）时的 T2 组

（OR=2.603，95%CI: 1.279-5.298）、T1 组（OR=2.892，95%CI: 1.427-5.861）MS 的发病风险

明显高于 T3 组。 

结论  较低的基线总胆红素水平可预测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 

 
 

PU-0185 

妇女内分泌失调症状与调理方法 

 
王蓉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妇女内分泌失调症状和调理方法 

方法  通过文献回顾的方法分析妇女内分泌失调的症状，并提出调理方法 

结果  文献报道妇女内分泌失调症状主要以失眠、心烦、抑郁、口干、潮热、外阴干涩、月经紊乱

等为主，通过饮食、运动、药物、心理等综合方式对女性内分泌失调的调理效果显著。 

结论  应强化对该类人群的保健意识普及教育，防治内分泌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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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6 

锦州市成年居民代谢综合征患病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张晓妍,李楠楠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二病区 

 

目的  估算锦州市成年居民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了解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为代谢综合征人群防

治提供依据。 

方法  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对锦州市

3000 例年龄 20 岁以上（含 20 岁）的体检人员进行调查，通过分析体检人员的化验资料明确代谢

综合征患者，统计患病率，比较男女患病率差异，通过对问卷内容的填写，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

析评价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 

结果  锦州市成年居民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 18.60% （其中男性患病率 19.92%，女性患病率 

16.81%），男女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0-29 岁、40-59 岁亚组中男女患病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30-39 岁、≥60 岁亚组中男女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代谢综合

征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BMI≥25（OR=1.12）、吸烟（OR=1.23）、嗜咸（OR=1.48）、高

脂饮食（OR=1.32）、糖尿病家族史（OR=1.16）、高血压家族史（OR=1.39）是 MS 的危险因

素，运动（OR=0.79）是 MS 的保护因素，而饮酒（OR=0.93）与代谢综合征的联系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1.锦州市成年居民代谢综合征患者中男性居多，尤其 20-29 岁、40-59 岁亚组为明显。 

2.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 

3.对于高 BMI、吸烟、嗜咸、高脂饮食、有糖尿病家族史、高血压家族史的患者应给与积极的生活

方式干预。 

 
 

PU-0187 

血糖、睡眠呼吸暂停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魏翠英,田稼慧,刘宏飞,张悦,姜菲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 OSAS 的共患情况，探讨冠脉病变的严重程度是否与血糖、睡眠

呼吸暂停相关。 

方法  收集 2017.04-2018.05 在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并行冠脉造影检查的患者 58

例，记录患者一般情况，测定入院初次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血尿酸、血脂、甲状腺功能、维生

素 D3 指标，采用便携式睡眠监测仪判定睡眠呼吸暂停情况，依据冠脉造影结果计算冠脉病变的

Gensini 评分。使用 SPSS17.0 软件、以多因素回归方法分析影响 Gensini 评分的因素。 

结果  58 例患者，平均年龄 59.1±9.2 岁，其中男性 35 例（60.34%），空腹血糖大于 5.6mmol/L

者 27 例（46.55%），合并睡眠呼吸暂停者 30 例（51.72%）。以 Gensini 评分为应变量，以性

别、年龄、腰臀比、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血尿酸、低密度值蛋白胆固醇、OSAS 为自变量进行

多因素回归分析，年龄、性别、空腹血糖、OSAS 进入了方程，Gensini 评分=-17.336+16.902*性

别（男）+1.076*年龄（岁）+4.495*血糖（mmol/L）+21.549*OSAS。即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

下，预测男性的 Gensini 评分比女性增高 16.902；预测年龄每增加 10 岁，Gensini 评分增加

10.76；预测血糖每增加 1mmol/L，Gensini 评分增加 4.495；预测 OSAS 患者的 Gensini 评分比非

OSAS 患者高 21.549。 

结论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OSAS 的共患率可高达 51.72%，且冠脉病变的严重程度与性别、年

龄、空腹血糖及 OSAS 独立相关。良好的血糖控制、有效治疗 OSAS 可能减缓冠脉病变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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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8 

γ 谷氨酰胺转移酶与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指数的关系 

 
林刁珠,严励,孙侃,黎锋,戚以勤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γ 谷氨酰胺转移酶（GGT）近年来被发现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与冠心病及心力衰竭相关，

但鲜有报道与预测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指数（Framingham 预测风险指数，FRS）相关的文章。

因此本研究探讨 GGT 与 FRS 的关系。 

方法  2011 年于我院开展了一项基于广州社区居民的横断面流行病学研究，入组了 9544 名四十岁

及以上的广州社区居民。GGT 根据四分位数分组：Q1 ＜15U/L（n=2407 例）、Q2 15~19.9U/L

（n=2302 例）、Q3 20~28.9U/L（n=2442 例）、Q4 ≥29IU/L（n=2393 例）。GGT 与 10 年心血

管疾病高危风险（FRS≥10%）进行 Logistic 多重回归分析。 

结果  相对于 GGT 最低四分位数组，随着 GGT 水平升高，FRS≥10%的比例增高，这种相关关系

在校正了混杂因素后仍然存在，最高四分位数组的风险是最低四分位数组的 1.72 倍（95%置信区

间 1.28 - 2.29）。 

结论  γ 谷氨酰胺转移酶与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指数 FRS 存在相关关系，建议常规体检早期重视

GGT，有利于早期评估及干预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 

 
 

PU-0189 

尿液 PH 值和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陈颖,杨枝,徐敏,毕宇芳,陆洁莉,宁光,王卫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研究中老年人尿液 PH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患病率的相关性。 

方法  对上海市社区 2322 名 40 岁以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空腹采血检测肝肾功能、血

糖及血脂等生化指标，收集晨尿检测尿素氮、肌酐、尿 PH 值。代谢综合征采用按亚洲人特点改良

的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第三次报告诊断标准。 

结果  代谢综合征患者与正常人群相比，腰围、体质指数、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等指标之间存在明显差别（P<0.05），尿液 PH 值显

著低于正常人群组（5.89 vs 6.00, P<0.05）。按尿液 PH 值水平将人群分为四组（≤5，5.5，6，

≥6.5），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分别为 41.7%、39.1%、32.7% 和 30.8%（组间趋势 P<0.0001）。尿

液 PH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及其多个组分的患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相比尿液

PH≥6.5 组，尿液 PH≤5 的研究对象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增加 60.7%。 

结论  低 PH 水平增加代谢综合征的患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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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0 

血清 γ-谷氨酰转肽酶水平与动脉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张婕,徐瑜,王天歌,毕宇芳,陈宇红,宁光,王卫庆,徐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 γ-谷氨酰转肽酶(GGT)水平与动脉硬化的相关性 

方法  在上海市嘉定区 40 岁及以上居民中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生化检测以及肱-踝动脉脉搏

波传导速度（baPWV）测量,对其中数据完整的 1 594 人进行分析。baPWV 值大于研究人群上四

分位切点者定义为动脉硬化。 

结果  该研究人群中周围动脉硬化的患病率男性小于女性（23.64%和 25.61%）。baPWV 与血清

GGT 水平成正相关（男性：r=0.11，P=0.0119；女性：r=0.23，P<0.0001）。随着血清 GGT 水

平的升高，baPWV 值随之升高；男性和女性动脉硬化的患病率从第 1 个 GGT 四分位至第 4 个

GGT 四分位分别为 18.71%、20.57%、22.70%、32.00%和 15.06%、23.02%、27.27%、

37.07%，组间趋势显著（男性：趋势 P 值=0.0076；女性：趋势 P 值<0.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显示，在校正了主要代谢指标及吸烟饮酒史后，随着 GGT 四分位水平的递增，baPWV 值仍随

之增加（男性：β±SE 为 22.35±9.81，P=0.0231；女性：β±SE 为 20.03±8.25，P=0.0154）。  

结论  血清 GGT 水平上升与周围动脉硬化程度升高存在显著且独立的相关性。 

 
 

PU-0191 

低度蛋白尿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研究 

 
陈颖,徐敏,毕宇芳,陆洁莉,宁光,徐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中老年男性中，正常蛋白尿范围内低度蛋白尿水平和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之间的相

关性。 

方法  纳入分析上海社区中老年男性 578 名，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空腹采血检测肝肾功能、血

糖及血脂等生化指标，收集晨尿测定尿蛋白和肌酐。低度蛋白尿定义为尿蛋白 /肌酐比值处于

30mg/g 以下。 

结果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和正常人群相比，体质指数、收缩压、舒张压、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

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指标之间存在明显差别

（P<0.01），尿蛋白/肌酐比值之间亦存在明显差别（P<0.01）。行相关性分析，非酒精性脂肪肝

和低度蛋白尿之间存在正相关，校正了传统的相关因素后，相关性仍存在（P=0.035）。多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在男性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低度蛋白尿水平增高的危险因素，且这

种风险性独立于传统的危险因素（OR,2.227；95%CI,1.113-4.456）。 

结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普遍存在血糖血脂代谢紊乱，血压升高等代谢综合征表现，提示其可能

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反应。中老年男性自然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肝是正常范围内蛋白尿升高的

危险因素，且此风险性独立于代谢综合征各组分，提示非酒精性脂肪肝可能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损

害，在慢性肾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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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2 

IGFBP2 Ameliorates Vascular Insulin Resistance and 
Contributes to cardiometabolism 

 
李卓 1,吕游 1,李菲 1,王桂侠 1,李卓 1,吕游 1,李菲,王桂侠 1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document the modulation of dual vascular actions of 

IGFBP-2 i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方法  HUVECs at passage 4-6 were cultured with either 20 mM H2O2 or 2mM glucosamine (GLU) 

to induce insulin resistance 

结果  which declined the expression of IGFBP-2 in HUVECs and resulted in endothelial NO and 

ET-1 production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ly compare to those control cells (p<0.01), the 
suppression of NO production was more notable. The insulin-induced phosphorylation of Akt at 
The308 and eNOS at Ser1177 were also slightly decreased in IGFBP-2 down-regulated HUVECS. 
Coherently, insulin-induced phosphorylated eNOS and extracellular signal-related kinase 1/2 
(ERK1/2) were 3.5 (p<0.01) and 1.5 (p<0.05) folds increased by an overnight IGFBP-2 treatment, 
respectively. As the production of ET-1 was mediated by ERK1/2 and the secretion of NO was 
regulated by eNOS 

结论  we suspected that IGFBP-2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endothelial diastolic and systolic 

function, may robustly improved vasodilation more than vasoconstriction in insulin resistant 
HUVECs. 
 
 

PU-0193 

非糖尿病人群糖化血红蛋白与新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关系 

 
刘丽娟,汤旭磊,甄东户,傅松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中，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其变化与三年间新发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NAFLD)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1 年调研的 40-75 岁社区人群中无脂肪肝无糖尿病者，于 2014 年随访，行调查问

卷，采集人体学指标，检测 HbA1c、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行上腹部超声检查并剔除新发糖尿

病者。用 SPSS 20.0 统计分析数据。 

结果  该人群的 NAFLD 三年发病率为 24.3%（204/838），男女性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发

NAFLD 组与无脂肪肝组相比，基线时 HbA1c、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甘油三脂（TG）、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γ-谷氨酰基转移酶、体重指数（BMI）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均

P<0.05）；基线年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收缩压、舒张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新发 NAFLD 组 BMI 差值（指 2014 年随访时的数据减去 2011 年相应

数据所得）高于无脂肪肝组（P<0.05），HbA1c 差值及 TG 差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基线

HbA1c 按照四分位数分为≤5.3，5.4~5.6，5.7~5.9，6.0~6.4 四个水平，随着基线 HbA1c 水平逐渐

升高，NAFLD 新发率不断升高，分别为 18.0%（ 29/161），22.6%（ 53/235）， 25.2%

（68/270），31.4%（54/1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趋势 =8.367，P<0.01）；将 HbA1c 差值按

照四分位数分为≤-0.4，-0.3~-0.2，-0.1~0，≥0.1 四个水平，各水平 NAFLD 新发率分别为 21.2%

（39/184），23.9%（60/251），26.8%（59/220），25.3%（46/18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趋势 =1.212，P=0.27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性别、基线 TG 水平、基线

BMI，BMI 差值后，基线 HbA1c (OR=2.465，95%CI 1.516~4.007，P<0.01)，HbA1c 差值

(OR=2.953，95%CI 1.509~5.777，P<0.01)均是非糖尿病人群新发 NAFLD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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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中，基线 HbA1c 水平及随访时 HbA1c 较基线的变化均与 NAFLD 新发

密切相关。 

 
 

PU-0194 

肌肉生长抑制素与肌肉、脂肪、骨骼和糖代谢 

 
柳杨青,汪艳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对肌肉生长抑制素与肌肉、脂肪、骨骼和糖代谢作一综述。 

方法  搜索并整理万方、知网、Pubmed 相关文献。 

结果  肌肉生长抑制素(myostatin，MSTN)又称为生长分化因子-8，为转化生长因子-β 超家族成

员。除影响肌肉生长分化外，MSTN 还具有调控脂肪、骨细胞生长分化，参与胰岛素抵抗、调节糖

代谢等作用。 

结论  MSTN 具有调节肌肉、脂肪、骨细胞生长分化，参与胰岛素抵抗、调节糖代谢等作用，因此

MSTN 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活性因子，可能成为肌少症、肥胖、骨质疏松、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防

治的新靶点。 

 
 

PU-0195 

平均进餐时间与代谢综合征组分相关性研究 

 
张宝玉,刘思默,张宁,赵冬,石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目的  研究中国城乡结合部人群的平均每餐进餐时间与代谢综合征各组分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两个社区 20～65 岁人群， 3269 名受试者完成调查问卷及采血检查。应用 SPSS22.0 进

行统计分析比较平均进餐时间与代谢综合征各组分相关性。 

结果  平均进餐时间 AMD1 组 9.66±1.19 分钟，AMD2 组 17.89±2.45 分钟，AMD3 组 29.34±1.69

分钟，AMD4 组 52.00±10.05 分钟，AMD1 组中有糖尿病病史比率（13.0%）明显高于 AMD2 组

（10.7%，P=0.005）和 AMD3 组（9.2%，P=0.019），AMD1 组 HOMA-IR( 2.08±2.02) 高于

AMD3 组（ 1.70±1.26,P=0.035 ）， AMD1 组体重指数 (26.72±3.92kg/m2) 高于 AMD2 组

（25.87±3.74 kg/m2,P<0.001）和 AMD3 组（25.87±3.74 kg/m2,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 BMI=-6.639-0.017×进餐时间-0.095×GLU+0.231×HOMA-IR+0.203LDL-C/HDL-C+0.166×腰

围+0.134×臀围+0.088×颈围+0.009×舒张压，( P＜0.001)。 

结论  平均每餐进餐时间与 HOMA-IR 及糖尿病风险、体重指数、腰围、颈围负相关，平均每餐进

餐时间过短，可能会增加糖尿病，肥胖的发病风险。 

 
 

PU-0196 

代谢手术改善代谢综合征 

 
周训美,孙芳,李强,李英莎,陈静,祝之明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代谢综合征是以同时合并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为特征的代谢紊乱症候群。目前的治疗方式主

要是改善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但这两种治疗方式治疗效果差，难以将所有代谢指标同时控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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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不是最佳的治疗方式。我们探讨更优的治疗方式，明确代谢手术改善代谢综合征的临床疗

效。 

方法  选择 2010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高血压内分泌科就诊且符合 IDF

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的患者共 39 人，其中 36 人行胃旁路手术，3 人行袖状胃手术。观察患者术前

和术后 1 年腰围、血脂、血糖、血压的变化情况。 

结果  腰围、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收缩压、舒张压术后 1 年均较术前下

降(t= 7.5、2.1、3.1、3.5、5.2、4.0、4.6，P <0.05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术后 1 年较术前无明显改变(t= -1.3、1.2， P>0.05)。术后 1 年甘油三酯控制达标(<1.7mmol/L)

率达 66.7%，术后 1 年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达标( 〉1.0mmol/L)率达 84.6%，腰围控制达标

（ 腰 围 男 性 <90cm ， 女 性 <80cm ） 率 达 66.7% ， 血 压 控 制 达 标 （ 未 服 药 情 况 下

BP<130/85mmHg ）率达 82.1% ，血糖控制达标（未服药情况下 HbA1c <6.5%; FPG 

<5.6mmol/L）率达 43.6%。所有患者代谢指标均有改善，代谢指标 3 项均控制达标的患者达

38.5%，4 项控制达标者达 30.8%，5 项控制达者达 12.8%。 

结论  代谢手术可以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代谢异常，可同时改善多种代谢指标，效果显著，效果

持久。 

 
 

PU-0197 

维生素 D 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双向孟德尔随机化分析 

 
王宁荐,陈驰,赵丽,陈奕,韩兵,夏芳珍,程静,李琴,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许多横断面研究中，维生素 D 缺乏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NAFLD）有关。但是，它们之间

的因果关系尚未确立。我们采用双向孟德尔随机分析（bi-directional mendelian randomization）分

析探讨 25-羟基维生素 D [25(OH)D]与 NAFLD 之间的因果关系。 

方法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华东地区的一项调查收录了 9,182 名参与者。我们基于 25(OH)D 和

NAFLD 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计算了 25(OH)D 浓度和 NAFLD 的加权遗传风险评分（genetic risk 

score，GRS），并使用超声评估肝脂肪变性。工具变量被用来衡量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结果   25(OH)D GRS 的 SD 增加与 25(OH)D 显著相关（β 1.29，95％CI -1.54，-1.04，P 

<0.05），但与 NAFLD 无显著相关（OR 0.97，95％CI 0.92，1.01）。 NAFLD GRS 的 SD 增加

也与 NAFLD 密切相关（OR 1.09，95％CI 1.04,1.15，P <0.05），但与 25(OH)D 无关（β-0.15，

95％CI -0.41，0.10）。没有发现使用工具变量 GRS 估计的 25(OH)D 与 NAFLD 存在显著关系，

也没有发现使用工具变量 GRS 估计的 NAFLD 与 25(OH)D 存在显著关系。 

结论  在中国人群中使用双向孟德尔随机分析方法，维生素 D 与 NAFLD 之间可能没有因果关系。 

 
 

PU-0198 

欠发达地区老年人群血脂异常情况调查分析 

 
王晓敏 1,孟作龙 1,张立莹 1,何柏林 1 

1.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2.孟作龙 

3.张立莹 

4.何柏林 

 

目的   调查分析欠发达地区老年人群血脂异常者情况，探讨原因和对策。 

方法  选择在本社区居住 5 年以上，年龄在 60 岁以上，未进行血脂干预的常住城镇居民为筛查对

象，共 800 例，年龄 60-87 岁，其中男性 309 例，女性 491 例。受检者于检查前日晚进行清淡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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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后空腹 10 小时以上，次日晨抽静脉血，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观察指标：参照

2007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血清 TG≥1.7mmol/L ， TC≥5.18mmol/L ， LDL-

C≥3.37mmol/L，HDL-C 醇≤1.04 mmol/L，以上任一血脂指标异常为血脂异常。对血脂正常者和异

常者资料进行分组比较。 

结果  在 800 例受检者中，检出血脂异常 321 例，占总人数的 40.1%。检出 TC 异常者共 213 例，

占总人数的 26.6 %，TG 异常者共 242，占总人数的 30.25%；男性检出 TG、LDL-C 异常者较

多，明显高于女性；男性 TG 异常、LDL-C 异常、HDL-C 异常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两者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的 TC、TG、LDL-C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而男性 HDL-C 水平

明显低于女性，两组血脂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欠发达地区老年人血脂异常检出率高，尤其男性，需加强血脂异常的宣教工作，使人们正确

认识血脂异常，同时改善饮食结构，养成良好地生活习惯，加强运动，尽可能减少血脂异常的发

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PU-0199 

血浆 Alarin 高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相关 

 
杨刚毅 1,胡文静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Alarin 的生理作用及与代谢综合征的关联。 

方法  本研究纳入新近诊断的 METS 患者（n＝237）和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n＝192）。对照

组施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平板运动，脂质输注和高胰岛素正糖钳夹。并采用 ELISA 法测定

Alarin 和 TNF-α 水平 

结果  代谢综合征患者的循环 Alarin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0.46 ± 0.22 vs. 0.41 ± 0.14 µg/L, P 

<0.01）。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循环 Alarin 水平与腰围，血压，空腹血糖, 甘油三酯，糖化血红蛋

白，胰岛素抵抗指数, 血糖反应曲线下面积以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呈正相关(P < 0.05 或 P < 0.01)。

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循环 Alarin 水平与 METS 和胰岛素抵抗相关。健康对照组在进行运动平板

45 分钟后循环 Alarin 水平无明显变化。但健康对照组中血糖升高、急性高血糖症和脂质输注导致

循环 Alarin 水平升高，而急性高胰岛素血症则导致循环 Alarin 水平短暂性下降 

结论  本研究表明循环 Alarin 水平与 METS 和胰岛素抵抗相关 

 
 

PU-0200 

激活 PPARβ/δ 在脂毒性肝细胞损伤中的保护作用 

 
杨燕 1,2,孙洁 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2.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 β/δ (PPARβ/δ)对脂肪酸诱发肝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

及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 PPARβ/δ 激动剂 GW501516（GW）和棕榈酸（Palmitate，PA）分别或联合处理人肝

细胞株 L02 24h，油红 O 染色观察细胞内脂滴的形成，Hoechst33258 染色观察细胞凋亡形态学改

变，流式细胞术定量细胞凋亡率，实时定量 PCR 检测 TNFα、IL-6 和 GLUT2 的 mRNA 表达，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IRS-1、Akt、NF-κB 和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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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饱和脂肪酸-PA 显著升高人肝细胞中的油红 O 含量, GW 能抑制 PA 诱导的油红 O 含量

升高。（2）与对照组相比，高脂组激活 PPARβ/δ 可抑制 PA 诱导的肝细胞凋亡。（3）与对照组

相比, PA 治疗组促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6 的 mRNA 表达增加(P < 0.01), 加入 GW 治疗后明显降

低这些因子的表达(P < 0.01)。（4）与对照组相比，PA 组肝细胞 p-IRS-1、p-Akt 的蛋白表达及

GLUT2 的 mRNA 表达下降(P<0.01)；与高脂组相比，GW 干预上调 p-IRS-1、p-Akt 的蛋白表达及

GLUT2 的 mRNA 表达水平（P<0.01）。（5）激活 PPARβ/δ 能抑制 PA 诱导的 p-P65 和活化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升高(P < 0.01)。 

结论  高脂条件下，激活 PPARβ/δ 可能通过抑制 NF-κB 炎症信号活性及 Caspase 依赖性细胞凋亡

途径，改善肝脏胰岛素抵抗，从而呈现出对肝细胞的保护作用。 

 
 

PU-0201 

代谢手术治疗超重或肥胖短期疗效观察 

及减重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左迪迪 1,王桂侠 1,丁明星 2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长春嘉和外科医院 

 

目的  观察代谢手术的短期疗效并探讨减重效果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提高对代谢手术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06 月在长春嘉和外科医院接受代谢手术治疗的 83 例患

者的临床资料，收集并观察患者手术前后的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腰围、臀围。 

结果  共 80 例患者完成术后 1 年随访，术后患者体重、BMI 呈下降趋势（P﹤0.05），腰高比对术

后减重效果影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年龄、性别、术式、是否合并糖尿病、体

重指数以及腰臀比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代谢手术在短期内能明显降低肥胖患者体重，并且腰高比较小的患者减重效果更佳。 

 
 

PU-0202 

肥胖儿童血清脂联素水平及代谢相关研究 

 
何红 1,刘霞 2,朱欣荣 1 

1.深圳市福田区慢性病防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肥胖儿童血清脂联素分布特点及与糖、脂代谢相关生化指标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 180 名肥胖儿童和 160 名健康儿童为肥胖组和对照组，进行体格测

量和血生化检测（包括血清脂联素、糖、脂代谢指标），分析脂联素与体重指数、血脂、血糖和胰

岛素的相关性。 

结果  肥胖组血浆脂联素水平（8.32±4.78 mg/ L）低于对照组（12.38±6.45mg/ L）(P<0.01)；儿童

血清脂联素与 BMI 和腰臀比呈负相关关系（r=-0.382，r=-0.342，P<0.05），与脂代谢指标（TC

和 TG）呈负相关关系（r=-0.311，r=-0.295，P<0.05），与糖代谢指标（FINS、HOMA-IR）相关

关系不显著（r=-0.120，r=-0.147，P>0.05）。 

结论  肥胖症儿童血清脂联素水平降低，与血脂异常及胰岛素抵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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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3 

EGCG 对肥胖大鼠骨骼肌组织胰岛素信号通路 

及 TLR4 信号通路的影响 

 
吴雨声,侯慧敏,曹田田,杨万里,曹艳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作为绿茶中主要活性成分,对肥胖、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均具有明显药理作用。本实验探讨 EGCG 对高脂饮食喂养大鼠骨骼肌组织中 TLR4 信号通路和胰

岛素信号通路的影响及其相关性。 

方法  实验选取 4 周龄雄性 SD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 3 组，正常饮食对照组（n=10），高脂饮食

组（n=10），EGCG 干预组（n=10）。EGCG 干预 16 周后留取大鼠后肢骨骼肌及血清标本。采

用 Real time PCR 检测 GLUT4 、TLR4、TRAF-6、 IKKβ、TNF-α mRNA 的表达水平；用

Western 方法检测 GLUT4、p-IRS-1 ser307、TLR4、TRAF-6、p-IKKβ、p-NF-κB、TNF-α 蛋白的

表达水平。并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各组骨骼肌组织中胰岛素通路相关分子的表达情况：高脂饮食组 GLUT4 mRNA 及蛋白表

达水平较正常饮食对照组下降，高脂饮食组 p-IRS-1ser307 蛋白水平较正常饮食对照组升高

（p<0.05），均具有统计学差异。EGCG 干预后，EGCG 组 GLUT4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较高

脂饮食组升高（p<0.05），EGCG 组 P-IRS-1ser307 蛋白水平较高脂饮食组降低（p<0.05），均

具有统计学差异。2、各组骨骼肌组织中 TLR4 信号通路相关因子的表达情况:高脂饮食组 TLR4、

TRAF-6、IKKβ、TNF-α mRNA 水平较正常饮食对照组上升（p<0.05），高脂饮食组 TLR4、

TRAF-6、p-IKKβ、p-NF-κB、TNF-α 蛋白水平较正常饮食对照组上升（p<0.05），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EGCG 干预后，EGCG 组 TLR4、TRAF-6、IKKβ、TNF-α mRNA 水平较高脂饮食组下降

（p<0.05），EGCG 组 TLR4、TRAF-6、p-IKKβ、p-NF-κB、TNF-α 蛋白水平较高脂饮食组下降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EGCG 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骨骼肌组织中 IRS-1 丝氨酸磷酸化的表达，上调

GLUT4 的表达；负性调节了 TLR4 炎症信号通路，改善炎症状态。 

 
 

PU-0204 

TLR4 信号通路介导 DIO 小鼠脂肪局部 RAS 激活机制 

 
王梅,麦旭东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探讨 TLR4 信号通路介导饮食诱导肥胖(DIO)小鼠脂肪局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激活

机制。 

方法  选取 6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普通饮食组和高脂饮食组,高脂饮食 14 周，21 周龄体

重达标的小鼠随机分为肥胖空白组，非诺贝特治疗组、 TAK242 治疗组，予非诺贝特

(fenofibrate)100mg/kg/d 治疗 2 周，TAK-242(Resatorvid)3mg/kg/d 治疗 2 周，23 周龄杀检小鼠，

检测血清甘油三脂(TG)、游离脂肪酸(NEFA)、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应用

ELISA(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法测定肝脏游离脂肪酸(NEFA)含量，应用 RT-PCR

法测定皮下脂肪组织的 TLR4、AGT、AT1R mRNA 

结果  C57BL/6 小鼠高脂喂养 14 周后整体表现出 DIO 特点：高甘油三酯、高游离脂肪酸、皮下脂

肪堆积、肝脏脂肪含量增加等；TAK-242(Resatorvid) 特异性的阻断 TLR4 受体可明显下调脂肪组

织中 TLR4、AGT、AT1R 表达量；非诺贝特对皮下脂肪组织和肝脏组织中 RAS 成分激活作用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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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DIO 状态下可通过 TLR4 信号通路激活皮下脂肪组织 RAS 系统，TAK-242(Resatorvid)特异

性的阻断 TLR4 信号通路，能下调 RAS 成分表达，抑制 TLR4 配体受体结合作用是阻断脂肪组织

局部 RAS 激活的重要途径。 

 
 

PU-0205 

不同肥胖亚型血清 sCD163、TNF-α、CRP 水平 

与内脏脂肪指数的相关性研究 

 
张培培,王晓丽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肥胖亚型人群内脏脂肪指数（VAI）与血清跨膜单核巨噬细胞血红蛋白清道夫受体

（sCD163）、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C 反应蛋白（CRP）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1.1 研究对象：筛选 201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201 名

成年人。本研究通过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检测指标和统计方法 

获取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既往病史、家族史、吸烟史、饮酒史、腰围、臀围等信息，检测空腹血

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PBG）、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甘油三酯（TG）、

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脂蛋白（HDL-C）、糖化血红蛋白（HbA1C）、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尿酸

（UA）等指标。根据 2003 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定义的肥胖诊断标准和

NCEP ATP -Ⅲ定义的代谢异常诊断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组：正常体重代谢正常（MHNW）

组、代谢正常性肥胖（MHO）组、正常体重代谢异常（MONW）组、代谢异常性肥胖（MAO）

组。 

采用采用双抗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美国 Bio-Rad 检测仪、杭州联科生物试剂）检

测血清 sCD163、TNF -α 及 CRP 的浓度。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MONW 组、MHO 组、MAO 组的 VAI 高于 MHNW 组（P < 0.05）。2.MONW 组、MHO

组、MAO 组三组人群中 sCD163、TNF -α、CRP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MHNW）。3. 血清

sCD163、TNF -α、CRP 水平与 VAI、SBP、NAFLD、UA、DBP、HbA1c、FBG、PBG、ALT 均

呈正相关，（P < 0.001）。 

结论  MONW 组、MHO 组、MAO 组三组人群均存在内脏型肥胖及不同程度的炎症状态。VAI 与血

清 sCD163、TNF -α、CRP 密切相关。 

 
 

PU-0206 

肥胖患者减重代谢术后运动康复方案的构建研究 

 
任子淇 1,张天资 1,杨宁琍 2,刘瑞萍 2,梁辉 2,许勤 1 

1.南京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减重代谢外科 

 

目的  减重代谢手术（bariatric surgery）是重度肥胖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减重代谢术后，患者

体重减轻和相关结局的改善程度差异性很大。除手术方式的影响外，有研究强调，患者生活方式改

变和行为调整，会对体重减轻及其他临床结局产生显著影响。运动康复作为术后康复和生活方式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患者身体成分、提高患者心肺功能、防止体重反弹、提高生活质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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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重大。目前，国外研究报道只有 22%的代谢手术中心提供术后运动康复指导，且缺乏科学规范

的临床实践方案。因此，本研究基于文献研究和德尔菲法，构建适合我国减重代谢手术人群的运动

康复方案，以期为肥胖患者减重代谢术后合理、科学的运动提供指导建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2014）、Joanna Briggs Institution（JBI）循证卫生保健国际

合作中心图书馆、EBSCO 循证护理学数据库、Pubmed、EMbase、OVID、Scopus、中国知网、

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回顾国

内外减重代谢术后运动康复相关文献，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并提炼证据，初步形成运动康复方案。

运用德尔菲法，通过 16 名专家进行２轮专家函询，修订并最终确定肥胖患者减重代谢术后运动康

复方案。 

结果  ２轮专家函询的问卷回收率分别为 88.89%和 100%，专家权威系数为 0.90。第 2 轮函询中

各指标变异系数为 0～11.74%，专家的协调系数为 0.345，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P<0.001，结果可

取，说明第 2 轮函询后结果可靠、协调，函询终止。最终形成的运动康复方案包括筛查和评估、运

动处方制定、随访和监测 3 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 10 项，三级指标 48 项。 

结论  基于文献研究和德尔菲法构建的运动康复方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用于指导肥胖

患者减重代谢术后的运动康复。该方案结合了我国减重代谢术后人群运动康复现状及患者需求，且

研究方法科学、方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靠、协调。在后续研究中，可进一步开展相关实证研究，

验证该方案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以期形成更加完善的减重代谢术后人群运动康复模式。 

 
 

PU-0207 

生命早期抗生素暴露增加儿童肥胖风险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邵小青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先前已有大量研究评估了生命早期抗生素暴露对儿童肥胖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系统的评

价。为此，我们采用一个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来综合阐述这一重要问题。 

方法  我们在 PubMed， Embase 和 Web of Science 搜索文献。随机效应 meta 分析用于统计估计

值。最终纳入 15 个队列研究共包括 445，880 名参与者，并且所有的研究都来源于发达国家。 

结果  生命早期抗生素暴露显著增加儿童超重风险（RR=1.23, 95%CI 为 1.13-1.30, P< 0.001）。

生命早期抗生素暴露也显著增加儿童 BMI 的 z 得分（MD=0.07, 95%CI 为 0.05-0.09, P < 

0.00001）。更为重要的是，生命早期抗生素暴露和儿童肥胖有一个显著的剂量依赖关系，抗生素

暴露每增加一个疗程，超重风险增加 7%（RR = 1.07， 95% CI 为 1.01–1.15，P = 0.03），肥胖

风险增加 6%（RR = 1.06， 95% CI 1.02–1.09， P < 0.001）。 

结论  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料显示生命早期抗生素暴露显著增加儿童肥胖的风险，此种现象是否也存

在于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国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PU-0208 

肥胖患者视黄醇结合蛋白 4 的相关性研究 

与胃袖状切除术后糖代谢改善的关系 

 
王兴纯,李梁,朱翠玲,高晶扬,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视黄醇结合蛋白 4（Retinol binding protein 4，RBP4）在胰岛素抵抗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腹腔镜下胃袖状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LSG）显著改善胰岛素抵抗改善糖

代谢，尚未有研究探讨肥胖患者 LSG 手术后血清 RBP4 水平的变化与胰岛素敏感性改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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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旨在研究肥胖患者 RBP4 水平与代谢的关系以及进一步探讨 LSG 术后血清 RBP4 水

平的变化与糖代谢改善的关系。 

方法  横断面研究纳入 82 名肥胖患者（34 名男性和 48 名女性，平均 BMI 为 35.20±6.69kg/m2，平

均年龄 35.20±6.69kg/m2），测量一般人体学参数、糖脂代谢指标、尿酸（uric acid(UA)）, 超氧化

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 

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FT4)）及促甲状腺激素（thyrotropin(TSH)）。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测量血清 RBP4 水平，其中 30 名患者进行 LSG 手术，术后 3 月和 6 月随访复查糖脂代谢指标及血

清 RBP4 水平。 

结果  （1）女性肥胖患者血清 RBP4 水平与 UA、BG0、BG30、BG120、BG180、INS0、CP0、

HOMA-IR、HGB、TCH 及 TG 呈显著正相关（P 均<0.05）。肥胖男性患者血清 RBP4 与 HOMA-

IR 呈显著正相关（P 均<0.05），与胰岛素敏感指数 Matsuda index 呈显著负相关（P=0.015）。

（2）女性及男性肥胖患者 LSG 术后 3 月、6 月血清 RBP4 水平均显著下降（P=0.002）。男性肥

胖患者 LSG 术后 6 月血清 RBP4 变化与 FINS 变化、FCP 变化、HOMA-IR 变化及 HOMA-β 变化

呈显著相关性（P 均=0.005），术后 6 月血清 RBP4 变化与 TSH 变化呈显著相关性（P 

=0.036）。女性肥胖患者 LSG 术后 3 月血清 RBP4 变化与 FINS 变化、FCP 变化、HOMA-IR 变化

及 HOMA-β 变化呈显著相关性（P 均<0.05）。 

结论  肥胖患者血清 RBP4 和糖代谢及胰岛素抵抗显著相关，而肥胖患者 LSG 术后胰岛素敏感性的

改善与血清 RBP4 水平的下降显著相关。 

 
 

PU-0209 

艾塞那肽介导视黄醇结合蛋白 4 相关信号通路 

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及肥胖的机制研究 

 
王兴纯,陈佳奇,李梁,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骨形成蛋白 4（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4，BMP4）在骨和软骨形成中发挥作用，同时

对糖脂及能量代谢产生影响。GLP-1 受体激动剂可显著改善脂肪肝，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

研究探讨 GLP-1 受体激动剂艾塞那肽改善高脂诱导肥胖小鼠脂肪肝及肥胖患者糖脂代谢、脂肪含

量/分布的机制是否与 BMP4 相关信号通路相关。 

方法  将同质 C57BL/6 小鼠经高脂诱导脂肪肝模型后随机分为 2 组，实验组给予一天一次皮下注射

艾塞那肽(10nmol/kg)治疗,B 组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8 周后测量两组体重、肝脏重量，分析肝脏

组织学及 BMP4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另外，临床试验纳入 69 名肥胖患者，探究糖脂代

谢及甲状腺激素指标、脂肪含量/分布与血清 BMP4 水平的相关性，并对比肥胖患者接受艾塞那肽

治疗 18 周后各项指标的变化。 

结果  （1）艾塞那肽显著降低高脂诱导肥胖小鼠的体重、肝脏重量及肝脂质沉积。（2）高脂诱导

肥胖小鼠肝脏 BMP4 水平升高，艾塞那肽可显著减低肝脏 BMP4 水平并抑制相关信号通路

（SMAD1/5/8 和 P38 MAPK）；艾塞那肽可降低小鼠棕色脂肪组织 BMP4 水平并上调解偶联蛋白

1。（3）女性肥胖患者血清 BMP4 水平与 BMI、促甲状腺激素、体脂含量百分比及内脏脂肪面积

呈显著正相关。男性肥胖患者血清 BMP4 水平与 FT3 呈显著正相关，与总胆固醇呈显著负相关。

（4）艾塞那肽显著降低女性肥胖患者血清 BMP4 水平，且血清 BMP4 水平变化值与躯干脂肪含量

变化值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艾塞那肽可以通过调控 BMP4 相关信号通路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及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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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0 

青海地区高尿酸血症的患病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宋康,姚勇利 

青海省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青海省 18～81 岁人群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了 2623 例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高尿酸血症的影响因素  

结果  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为 12.6%,其中男性为 16.7%,女性为 7.9%;城市患病率 15.2%，农村患病

率 9.7%；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P<0.001), 女性随年龄的增长患病率呈增高趋势

（P<0.05），其中 70 岁以上患病率最高；男性随年龄增长未见明显增高趋势（P>0.05）。高尿酸

血症伴发疾病中以腹型肥胖最为常见(71.5%),其次为高脂血症(71.2%）、超重和肥胖(67.3%)、高

血压(46.4%)、糖尿病(11.2%);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男性(OR=1.472，95%CI:1.040～

2.084)、高脂血症（OR=1.05、95%CI:1.010～1.102）、高甘油三酯血(OR=1.14, 95%CI:1.009～

1.289) 、舒张压(OR=1.018, 95%CI: 1.002～1.034)、 BMI(OR=1.111, 95%CI: 1.013～1.218)、糖

尿病(OR=2.151,95%CI: 1.079～4.288)、空腹血糖受损（OR=2.667，95%CI:1.110～6.410）与高

尿酸血症显著相关 

结论  高脂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男性、高血压、BMI、糖尿病、空腹血糖受损、舒张压可能为

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积极控制血脂、血糖、血压、控制体重对于高尿酸血症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于高尿酸血症伴有上述疾病的患者应早起干预治疗，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U-0211 

腹腔镜下胃袖状切除术后骨密度变化存在性别差异： 

骨形成蛋白 4 可能发挥作用 

 
王兴纯,陈佳奇,李梁,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肥胖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健康的公共问题，腹腔镜下胃袖状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 LSG）能够有效减轻体重并改善肥胖相关并发症，但其对骨密度的影响存在争议。骨

形成蛋白 4（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4，BMP4）在骨形成和糖脂代谢中扮演重要角色，本研

究探讨肥胖患者血清 BMP4 水平与骨代谢、骨密度的相关性及 LSG 术后的变化。 

方法  研究纳入 71 名肥胖患者（男性 31 名，年龄 31.70±9.61 岁；女性 37 名，年龄 32.80±11.45

岁）。分别在 LSG 术前、术后 3 月、6 月和 12 月（简写为 3M/6M/12M）监测糖脂代谢、骨代谢

和骨密度（双能 X 线测量右髋、股骨颈和腰椎 L1-L4 骨密度）的变化，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

清 BMP4 水平。 

结果  （1）LSG 术后，女性肥胖患者右髋骨密度（3M/6M/12M）和股骨颈骨密度（6M/12M）显

著下降；男性肥胖患者各部位骨密度有下降趋势但未达到显著性差异。（2）女性肥胖患者术后 6

月血清 BMP4 水平显著下降（从 75.51±16.54pg/ml 下降至 65.40±10.51pg/ml,P=0.048）。男性肥

胖患者术后血清 BMP4 水平无显著变化。（3）肥胖患者 LSG 术后 12 月游离钙显著上升，总钙未

显著改变；男性患者术后 12 月维生素 D 和 25 羟维生素 D 显著上升。术后骨钙素（男性

3M/6M/12M，女性 3M/6M）和 I 型胶原（男性 3M/6M，女性 3M/6M/12M）显著升高。 

结论  LSG 术后肥胖患者骨密度变化存在性别差异，BMP4 或可部分解释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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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2 

胃袖状切除术对肥胖患者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李梁,王兴纯,高晶扬,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甲状腺相关疾病与肥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肥胖患者常伴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代谢性手术

作为指南推荐的减重方案，是治疗病态肥胖和肥胖相关并发症的重要手段。目前探讨代谢性手术对

肥胖患者甲状腺功能影响的研究很少，且结果不甚一致。本研究探索胃袖状切除术对术前甲状腺功

能正常的肥胖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36 名行胃袖状切除术的肥胖患者（男：女=17:19），在术前和术后 3 月及 6

月，监测患者人体测量学数据、常规实验室生化、糖脂代谢及甲状腺功能指标，包括总 T4，游离

T4，总 T3，游离 T3 和促甲状腺激素 TSH，且选取的患者在术前上述甲状腺激素指标均在正常参

考值范围内，TSH 在 0.38-2.5 mIU/L 之间。统计分析术前术后各指标的变化及 TSH 与其他指标的

相关性。 

结果  在所有肥胖患者中，BMI 在术后 3 月及 6 月显著降低，伴随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空腹 C

肽、甘油三酯等显著下降， HDL-c 显著升高（P<0.01 或 P<0.05）。肥胖患者游离 T3、游离 T4

和总 T3 水平从术前到术后 6 月逐渐降低（P<0.01 或 P<0.05，但在数值上变化很小，且术后仍在

正常参考值范围内），总 T4 和 TSH 水平在术后 3 月及 6 月较术前无显著变化。在女性肥胖患者

中，术后 6 月时 TSH 较术前的变化值与以下体重变化指标呈正相关：BMI 降低值（ΔBMI，

P<0.05），总体重降低百分比（%TWL，P<0.01）及多余体重降低百分比（%EWL，P=0.051，

接近统计学差异）。在男性肥胖患者中无此相关性。 

结论  肥胖患者易出现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但本研究中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肥胖患者无论在术前

病态肥胖时或者在术后体重剧烈降低、糖脂代谢显著改善后，甲状腺激素均无明显变化，推测这一

人群更具有维持甲状腺功能稳态的能力。此外，ΔBMI/%TWL/%EWL 可作为女性肥胖患者在接受

胃袖状切除术后 TSH 改善的标志物。 

 
 

PU-0213 

IGF1/IGFBP3 轴与脂代谢和慢性低度炎症因子的关系 

及在肥胖患者胃袖状切除术前后水平的变化 

 
李梁,王兴纯,高晶扬,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近年来研究发现，一些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中存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

合蛋白 3（IGF1/IGFBP3）轴的紊乱。本研究在肥胖患者中探索 IGF1/IGFBP3 轴与糖脂代谢、慢

性低度炎症因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胃袖状切除术前后水平的变化情况。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36 名肥胖患者（男：女=17：19），在胃袖状切除术前及术后 3 月记录人体测

量学数据、常规实验室生化、糖脂代谢、慢性低度炎症因子指标以及血清总 IGF1 和 IGFBP3 水平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ELISA 方法测定；游离 IGF1 以 IGF1/IGFBP3 的摩尔比值计算），并分析各

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  在总体肥胖患者中，血清总 IGF1 水平与 HDL-c 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体重、BMI、

腰围、臀围、腰臀比、C 反应蛋白（CRP）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呈显著负相关（P<0.05

或 P<0.01）。血清游离 IGF1 水平与臀围、甘油三酯（TG）、CRP 及 TNF-α 呈显著负相关

（P<0.05 或 P<0.01）。血清 IGFBP3 水平与 TG 及游离脂肪酸（FFA）呈显著正相关（P<0.05 或

P<0.01）。肥胖患者在胃袖状切除术后 3 月较术前，血清总 IGF1 和 IGFBP3 水平均显著降低：总

IGF1 水平从 166.54±64.44ng/ml 降至 143.02±69.09ng/ml （ P=0.048 ）， IGFBP3 水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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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6.54±756.99ng/ml 降至 2051.89±618.61ng/ml（P<0.001，相对于总 IGF1，IGFBP3 水平降幅

更大，为 19.74%），游离 IGF1 水平在术后 3 月较术前有增加的趋势。此外，总 IGF1 及游离

IGF1 水平的变化值与 CRP、TNF-α 的变化值呈显著负相关（P<0.05 或 P<0.01），IGFBP3 水平

的变化值与 FFA 的变化值呈显著正相关（P<0.05）。 

结论  肥胖患者中，IGF1/IGFBP3 轴与脂代谢及慢性低度炎症因子密切相关。肥胖患者的脂代谢及

慢性低度炎症在胃袖状切除术后得到改善的原因或可以部分由下降的 IGFBP3 及相对升高的游离

IGF1 解释。 

 
 

PU-0215 

通过基因芯片分析肥胖和肥胖相关糖尿病 

胃粘膜的关键基因和通路 
 

温馨 1,3,张怡 2,邬瑞金 1,朱翠玲 1,3,崔冉 1,3,尤慧 1,3,梅芳芸 1,3,高晶扬 1,3,曲伸 1,3,卜乐 1,3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目的  胃肠道通过多种途径与肥胖及肥胖相关的糖尿病建立了密切联系，包括肠脑循环，肠道微生

物菌群，免疫途径和胃肠激素等。本研究旨在探讨肥胖有无 2 型糖尿病患者胃黏膜的关键基因和通

路的改变。 

方法  本研究分为对照组（CON），单纯肥胖组（OB）和肥胖伴 2 型糖尿病组（OD），每组纳入

3 例病人。分离他们的胃粘膜组织，进行基因微阵列分析。再对筛选出的差异基因进一步做 GO 和

KEGG 分析。 

结果  OB 组与 CON 组对比，有 262 个基因上调，265 个基因下调。同时，OD 组和 CON 组对

比，有 1756 个基因上调和 1053 个基因下调（以倍数变化> 2 p <0.05 为基准）。对两组对比得到

差异基因再进行比较，发现 13 个基因共上调，10 个基因共下调，12 个基因显示出不同的趋势。

再对差异基因进行 GO 分析，发现这些基因主要在细胞代谢，蛋白质结合等生物学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KEGG 分析显示相关基因主要参与了柠檬酸循环，NF-κB 和 PI3K-Akt 信号通路。  

结论  在肥胖和相关代谢性疾病中，胃肠道存在着多个基因和通路的改变。这些基因在胃黏膜中主

要影响细胞代谢过程，NF-κB，PI3K-Akt 和其他促炎的信号通路。 

 
 

PU-0216 

两种方法预测 40 岁以上人群心血管病发病风险的结果比较 

 
孙照阳,时立新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两种方法预测贵阳地区 40 岁以上人群 10 年心血管病发病风险结果进行比较，为该地区选

择合适的预测方法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来自贵阳地区 10140 名居民的 2011 年基线调查数据，排除年龄≥75 岁、既往发生心血

管事件、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恶性肿瘤、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居民，最终

4122 例人群纳入分析。采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 (China-PAR 模型）和 2013

美国心脏病学院 /美国心脏协会（ACC/AHA）推荐的汇总队列公式模型（Pooled cohort 

equations,PCE），对其中≥40 岁且无心血管病史的居民进行预测。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男性 1178 例（28.6%）,女性 2944 例（71.4%）。与女性相比,男性除

TC、HDL-C、LDL-C 均值及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稍低外,年龄、BMI、腰围、舒张压、TG 以及现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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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率、糖尿病患病率均高于女性（均 P<0.05）。（2）China-PAR 模型：≥40 岁人群 ICVD 10 年

发病风险低危者占 87.7%,其中男性 59.8%,女性 91.6%；高危者的比例占 12.3%，其中男性

40.4%，女性 8.3%，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CE 模型:≥40 岁人群 ICVD 10 年发

病风险低危者占 65.7%,其中男性 28.7%,女性 80.5%；高危者的比例占 34.3%，其中男性 71.3%，

女性 19.5%，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3）两种方法预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一致性检验 Kappa 值为 0.022。（4）两种方法依据血脂防治指南显示,China-PAR

模型、PCE 模型分别建议 43.3%、53.6%的人群使用他汀类药物。40 岁以上人群中 China-PAR、

PCE 推荐使用他汀类药物所占比例，男性分别为 19.6%、69.8%，女性分别为 46.7%、47.7%（均

P＜0.05）。无论男性或女性，PCE 均推荐更多人群比例使用他汀类药物。 

结论  利用 China-PAR 模型进行预测 10 年心血管病发病风险高危的比例低于用美国 PCE 模型预测

结果，两种方法预测结果一致性较差。China-PAR 模型比 PCE 模型建议更少的人群使用他汀类药

物。 

 
 

PU-0217 

儿童青少年脂肪炎性因子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 

 
胡楠 1,何庆 2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内分泌与代谢科 

 

目的  了解天津市大港油田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情况；初步探索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

与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及 2 型糖尿病的关系；探究不同体质指数（BMI）儿童青少年脂肪炎性因

子瘦素（LEP）、脂联素（APN）、人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GF-21)与胰岛素抵抗（IR）的相

关性。 

方法  对天津大港油田地区所有中小学 12476 例 7-16 岁儿童及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记录性别、

年龄，测量身高体重，计算 BMI。选取将 876 人（男性 478 例，女性 398 例）接受血液生化化

验。根据 BMI 分为正常组、超重组及肥胖组 3 组，比较 3 组间空腹血糖、尿酸、血脂的差异。考

虑性别、年龄因素，每组随机选取 30 例（男：女=1:1），检验空腹血糖、胰岛素和血清 LEP、

APN、FGF-21，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并分析 LEP、APN、FGF-21 与之的相关性。 

结果  1.天津市大港油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分别为 15.01％和 11.97％，超重肥胖率为
26.98% 

2. 抽血化验 876 人中，超重组 118 人的总胆固醇、尿酸、甘油三酯均高于正常组 643 人

（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明显低于正常组（P<0.05）；肥胖组 115 人的总胆固醇、尿

酸、甘油三酯均明显高于正常组 643 人（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正常组

（P<0.05）；肥胖组尿酸高于超重组（P<0.05）。空腹血糖三组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8） 

3. LEP 水平超重组、肥胖组均高于正常组，且肥胖组大于超重组大于正常组（p<0.05）；APN 水

平肥胖组低于正常组（p<0.05），但与超重组以及超重组和正常组无明显差异（p>0.05）；肥胖组

的 FGF-21 水平高于超重组及正常组（p<0.05），超重和正常组无明显差异（p>0.05）。Pearson

相关分析提示 HOMA-IR 与 LEP、FGF-21 呈正相关(r=0.563、0.301；P<0.05）；与 ANP 呈负相

关（r=-0.376；P<0.05） 

结论  1.天津市大港油田地区儿童青少年正处于超重、肥胖的流行阶段；2. 儿童青少年肥胖既是一

种独立的疾病，也是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2 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及代谢综合征等成年期高

发疾病的危险因素；3. 儿童青少年肥胖易产生胰岛素抵抗，可能与脂肪组织分泌脂肪炎性因子紊乱

有关，检测血清 LEP、APN、FGF-21 可以为预测胰岛素抵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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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8 

脂毒在胰岛星状细胞活化中的双相效应对胰岛功能影响的研究 

 
周云婷,李伟,陈娟,王晓航,蔡旻,孙子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胰岛星状细胞（ISC）活化导致的胰岛纤维化是 2 型糖尿病胰岛 β 细胞功能进行性减退的重

要病理生理机制之一。有研究证实高脂饮食促进 ISC 过度活化并分泌大量胞外基质损伤胰岛功能。

但脂毒与 ISC 活化的具体关系及其对胰岛功能的影响尚未见文献报道。故本研究以 ISC 为对象，

采用体外干预、构建肥胖鼠等方法探究脂毒与 ISC 活化进程的具体交互关系及此关系对胰岛功能的

影响。 

方法  （1）体外培养 ISC，浓度效应组分别用 100μM、200μM、300μM、400μM、500μM 的棕榈

酸（PA）处理 ISC 48h，对照组采用 1%牛血清白蛋白（BSA），q-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胶原蛋白 I（Col I）及纤维蛋白（FN）的表达。时间效应组用

300μM PA 分别处理 ISC 48h、72h、96 h，对照组采用 BSA 处理。q-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检

测 α-SMA、Col I 及 FN 表达水平。（2）高脂喂养不同周期肥胖大鼠，动态检测胰岛功能等，组织

免疫组化检测 ISC α-SMA 等表达等比较不同脂质水平导致 ISC 的活化差异对胰岛功能影响分析。 

结果  （1）浓度效应组： 100μM、200μM、300μM 组 ISC α-SMA、Col I 及 FN 表达水平随 PA 浓

度升高而下降， 400μM、500μM 组 ISC α-SMA、Col I 及 FN 表达水平随 PA 浓度升高而增加。

（2）时间效应组：300μM PA 处理不同时间窗，72h、96h 组 ISC α-SMA、Col I 及 FN 表达水平

较 48h 组呈增加趋势。（3）高脂喂养 4 周、8 周、12 周，ISC α-SMA 表达量和胰岛纤维化水平未

见增加，胰岛功能评估未见明显受损；高脂喂养 20 周，ISC α-SMA 表达量和胰岛纤维化水平明显

升高，伴随胰岛素阳性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胰高血糖素阳性细胞增多，胰岛功能减退。 

结论  本研究发现脂毒对 ISC 活化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轻度升高的脂质水平可抑制 ISC 增殖和分泌

过多胞外基质，限制炎症介质扩散，保护胰岛功能。超过 “脂毒效应阈值”或在此阈值上增加时间效

应时，可诱发 ISC 增殖及合成和分泌胞外基质能力增加，形成胶质疤痕，促进胰岛纤维化。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脂毒与 ISC 作用的具体关系，为脂毒导致 ISC 的活化差异对胰岛功能影响提

供了新的认识，对于有效的治疗干预意义显著。 

 
 

PU-0219 

北京社区代谢正常型肥胖人群心血管事件发病风险的研究 

 
李琳 1,2,陈康 2,王安平 2,高杰清 2,吕朝晖 2,窦京涛 2,母义明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了解北京社区≥40 岁人群代谢正常型肥胖的患病率及心血管事件的发病风险。 

方法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8 月在北京市的三个社区（古城社区、金鼎社区、老山社区）的卫

生服务中心通过普查形式对 40 岁以上人群进行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实

验室检查等项目。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完成随访。以心血管事件发生为终点，随访内容同基

线调查时。采用方差分析、COX 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计纳入 9393 人，其中代谢正常型肥胖为 630 人，占总人群的 6.7%，占肥胖人群的

26.1%。与代谢异常型肥胖人群相比，代谢正常型肥胖人群的特点是女性，年轻及相对良好的生活

方式。随访 3 年后，与代谢正常体重正常人群相比，代谢正常型肥胖人群其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增

高(HR=1.92, 95% CI: 1.13, 3.25)。代谢异常型肥胖人群较代谢正常型肥胖人群心血管事件发生风

险略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1.09 95% CI: 0.66，1.83)。保持代谢正常型肥胖，其代谢情况无

恶化的患者，其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较保持代谢正常体重正常者略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33 

 

0.05）。由代谢正常型肥胖发展为代谢异常型肥胖的人群，其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明显升高（P＜

0.05），与保持代谢异常型肥胖状态不变的人群基本一致（P＞0.05）。女性(OR = 2.37; 95% CI, 

2.35–4.18), 吸烟(OR = 1.98; 95% CI, 1.03–3.81),高腰围 (OR = 1.06; 95% CI, 1.03–1.09), 及高的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OR = 1.52; 95% CI, 1.18–1.96)是代谢正常型肥胖发展为代谢异常型肥胖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与代谢正常体重正常相比，代谢正常型肥胖人群其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明显升高。代谢正常

型肥胖与代谢异常型肥胖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无论代谢正常与否，肥胖人

群其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均高于体重正常人群。代谢正常型肥胖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性别、吸

烟、腰围及低密度脂蛋白均会影响其向代谢异常型肥胖的转化。 

 
 

PU-0220 

血清和脂肪组织中硒蛋白 S 与肥胖的关系 

 
门莉莉,陈明茜,杜建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课题拟通过比较肥胖与非肥胖者血清、大网膜和皮下脂肪组织中 SelS 表达水平的变化，进

一步探讨 SelS 与肥胖的关系。 

方法  1. 选取既往体健的志愿者（年龄 20～55 岁），签署知情同意书，筛选合格的研究对象收集

其一般临床资料，测定生化指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 SelS 水平。将入选的受试者，按

照 BMI 进行分组：18≤ BMI＜24 kg/m2（n=30）为体重正常组，24≤ BMI＜28 kg/m2（n=31）为超

重组，BMI≥28kg/m2（n=26） 为肥胖组；按照 WC 进行分组：女性 WC≤85 cm、男性 WC≤90 cm

（n=39）为正常对照组，女性 WC＞85 cm，男性 WC＞90 cm（n=48）为腹型肥胖组。比较不同

人群一般临床资料及血清 SelS 表达水平，探讨分泌型 SelS 与肥胖的关系。 

        2. 选取因胆总管囊性扩张症行胆囊切除术患者 1 例，因胆囊结石行胆囊切除术患者 2 例，组

成非肥胖组（BMI＜28 kg/m2）；肥胖组患者 3 例（BMI≥28kg/m2），均为因单纯性肥胖行胃减容

术者。术中取皮下、大网膜脂肪组织，行蛋白质免疫印迹及免疫组化来检测 SelS 在脂肪组织中的

表达情况。 

结果  按 BMI 和 WC 分组，血清 SelS 水平，各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肥胖组大网膜脂肪组织

SelS 水平较非肥胖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肥胖组皮下脂肪组织中 SelS 蛋白水平较非

肥胖组有升高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SelS 水平与肥胖无相关性。肥胖患者大网膜脂肪组织中 SelS 表达水平较非肥胖患者明

显升高，提示，大网膜脂肪组织中 SelS 可能参与脂肪形成，在中心性肥胖形成过程中起着一定的

作用，降低大网膜脂肪组织的 SelS 水平可能成为防治肥胖新的干预靶点。肥胖患者皮下脂肪组织

中 SelS 表达水平较非肥胖患者虽有升高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提示不同的脂肪组织中 SelS 起的

的作用不完全相同。 

 
 

PU-0221 

利拉鲁肽对动脉硬化大鼠模型临床疗效评价和作用机制研究 

 
郭晶晶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1） 根据血清学指标、病理学及血管张力结果评价利拉鲁肽治疗动脉硬化大鼠模型的疗

效；（2） 探究利拉鲁肽对动脉硬化大鼠血清及血管组织 PDGF-B 水平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https://www.biomart.cn/experiment/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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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将 32 只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高脂组 20 只，对照组 12 只；高脂组造模成功

后再随机分为安慰剂组和利拉鲁肽组，继续给予高脂饲料喂养；利拉鲁肽组予皮下注射利拉鲁肽，

安慰剂组皮下注射等剂量生理盐水；    

（2）    血管组织切片 HE 染色及 Masson 染色观察血管壁形态学变化；血管张力检测仪检测各组

大鼠血管张力变化；相关血清学指标的检测评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变化；  

（3）    各组大鼠血清 PDGF-B 浓度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4）    各组大鼠血管细胞内 PDGF-B、p-ERK1/2 及 ERK1/2 蛋白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检

测；       

（5）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行正态分布性检验；以“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所有计量资料；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SNK 法。 

结果  （1） 利拉鲁肽组大鼠体重、血清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空腹胰岛素、内皮

素 1 水平与安慰剂组相比均明显降低，一氧化氮含量较安慰剂组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空腹血糖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利拉鲁肽组较安慰剂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明显减少，内皮舒张功能改善； 

（3） 安慰剂组血清和血管细胞内 PDGF-B 浓度较利拉鲁肽组和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利拉鲁肽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 与安慰剂组相比，利拉鲁肽组大鼠血管组织 p-ERK1/2 表达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利拉鲁肽组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P>0.05)；各组大鼠血管组织 ERK1/2 表达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对高脂饮食诱导的动脉硬化模型大鼠，利拉鲁肽有明显的减重作用，能改善血脂谱和

胰岛素抵抗，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2） 利拉鲁肽能下调 PDGF-B 的表达，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从而减轻动脉硬化程

度，其机制可能与利拉鲁肽抑制 ERK1/2 的磷酸化有关。 

 
 

PU-0222 

不同运动方式对肥胖 SD 大鼠白色脂肪细胞棕色化的影响 

 
向林,向光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运动是公认最健康的肥胖干预手段，随着对白色脂肪组织和棕色脂肪组织不同生理功能认识

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运动还能调控脂肪组织的活性及分化，但目前关于不同运动方式对肥胖影响

的研究较少。本文观察不同运动方式对肥胖 SD 大鼠白色脂肪棕色化的干预作用及其影响,以期为深

入研究运动干预肥胖症的作用机理以及运动疗法的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方法  将建模成功的肥胖 SD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有氧运动组、无氧运动组，每组各 20

只。实验建立跑台运动训练模型，有氧运动组采用递增负荷训练，无氧运动组采用高速间歇训练，

对照组不给予运动。取各组大鼠皮下白色脂肪和肩胛下棕色脂肪, 采用肉眼观察和光镜下观察;Real 

time-PCR 检测各组脂肪组织中 UCP-1、PGC-1α 和 PRDM16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各组脂肪组织中 UCP-1 蛋白表达。 

结果  1)通过肉眼观察到运动组 SD 大鼠腹股沟皮下白色脂肪组织中夹杂着数块黄豆大浅棕色的脂

肪组织,光镜下类似棕色脂肪细胞,有氧运动组和无氧运动组 SD 大鼠无明显差别;2）Real time-PCR

检测显示运动组 UCP-1、PGC-1α 和 PRDM16 mRNA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皮下白色脂肪细

胞（P<0.05）；有氧运动组 UCP-1、PGC-1α 和 PRDM16 mRNA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无氧运动组

皮下白色脂肪细胞（P<0.05）；3）Western blot 显示运动组 UCP-1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皮下白色脂肪细胞（P<0.05），有氧运动组 UCP-1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无氧运动组皮下白色脂

肪细胞（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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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动可促进肥胖 SD 大鼠白色脂肪细胞棕色化，有氧运动影响棕色脂肪活性及白色脂肪棕色

化的作用更加显著，为科学运动干预肥胖提供理论基础。 

 
 

PU-0223 

GHS-R 基因敲除对高脂饮食小鼠胰岛素抵抗 

及肝脏氧化应激损伤的作用 

 
马晓君,任高飞,李志臻,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ghrelin 受体 GHS-R 在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胰岛素抵抗及肝脏氧化应激损伤的影响 

方法  雄性 GHS-R 基因敲除（Ghsr-/-）小鼠和野生型（WT）小鼠分别随机分为普通饮食组（RD）

和高脂饮食组（HFD），共喂养 16 周，监测食量、体重及内脏脂肪，以胰岛素耐量实验和糖耐量

实验评价小鼠胰岛素敏感性和糖代谢变化，根据血糖和胰岛素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及稳态模型评

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并分别评估各组小鼠脂质代谢、肝损伤程度以及氧化应激反应水

平。 

结果  各组小鼠食物及饮水摄入量无统计学差异。与 RD 组小鼠相比，HFD 组小鼠体重及体脂含量

明显增加，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血脂、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水平以及肝

脏组织中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含量及胰岛素抵抗指数均显著增加。与 WT 小鼠相比，Ghsr-/-小鼠体

重、体脂含量均减轻，ALT、AST 水平降低，胰岛素敏感性改善。各组小鼠肝脏组织 HE 染色及油

红 O 染色结果也证实，高脂饲料喂养的 Ghsr-/-小鼠较 WT 小鼠肝脏脂肪浸润程度明显减轻。进一

步的研究显示，GHS-R 基因敲除可降低 HFD 诱导的氧化应激反应，肝脏组织中活性氧簇

（ROS）、过氧化氢（H2O2）、超氧阴离子（O2-）、丙二醛（MDA）、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

（iNOS）水平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及髓过氧化物

酶（CAT）水平升高。 

结论  GHS-R 基因敲除对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胰岛素抵抗和肝脂肪浸润有改善作用，可能与抑制氧

化应激反应有关。 

 
 

PU-0224 

2 型糖尿病患者体重指数与血尿酸水平相关性研究 

 
霍晶晶,王丽,于世家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体重指数与血尿酸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随机选取 323 例 2018 年 1 月-4 月于我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体重指

数（BMI）分为体重正常组（BMI<24kg/m2）133 例、超重组(24kg/m2≤BMI<28kg/m2)106 例和肥

胖组（BMI≥28kg/m2）84 例，空腹留取静脉血，检测血尿酸水平，应用统计学软件对三组患者血

尿酸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肥胖组较体重正常组血尿酸水平明显升高，P=0.001（P<0.01）,肥胖组较超

重组血尿酸水平无明显差异，P=0.132（P>0.05），体重正常组较超重组血尿酸水平无明显差异

P=0.161（P>0.05）。 

结论  体重指数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尿酸水平存在相关性，肥胖的 2 型糖尿病合更易发生高尿酸血

症，故应尽早对于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饮食及运动指导，减轻患者体重，从而减少高尿酸血症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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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5 

高果糖膳食对大鼠脂肪组织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影响及其病理机制 
 

张军霞,向光大,林雪,徐锦秀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目的  观察高果糖膳食对大鼠脂肪组织炎症及组织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影响，探讨 Toll

样受体 2（TLR2）炎症信号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16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高果糖组、高果糖+siRNA 阴性对照组及高果糖+siRNA-

TLR2 组。正常对照组以普通饲料喂养，高果糖组以含 60%果糖饲料喂养，部分 SD 大鼠 siRNA-

TLR2 或其阴性对照转染后予以高果糖喂养。干预 14 周后，检测大鼠血尿酸水平，ELISA 法检测

血清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TNF-α）、血管紧张素原（AGT）、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水平，称取腹部脂肪重量，免疫组化法检测脂肪组织巨噬细胞浸润情况，实时 PCR 法检测脂

肪组织 IL-6、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AGT、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1（ACE1）、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1（AT1R）、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1（AT2R）mRNA 水平，Western blotting 检

测脂肪组织 TLR2 蛋白表达。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高果糖组大鼠血尿酸明显升高，腹部脂肪重量明显增加，血清炎症因子

IL-6、TNF-α 明显升高，系统 RAS 组份 AGT 及 AngⅡ明显升高，脂肪组织巨噬细胞浸润数量显著

增加，脂肪组织炎症因子 IL-6、TNF-α、MCP-1 及组织 RAS 各组份 AGT、ACE1、AT1R、AT2R 

mRNA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与高果糖组比较，高果糖+siRNA-TLR2 组大鼠血尿酸及腹部脂肪重量

无明显变化，TLR2 蛋白表达显著减低，血清及脂肪组织炎症因子 mRNA 水平显著降低，脂肪组织

巨噬细胞浸润数量明显减少，血清及脂肪组织 RAS 组份 mRNA 水平明显下调。 

结论  高果糖膳食上调脂肪组织 RAS，机制可能与 TLR2 炎症信号通路激活相关。 

 
 

PU-0226 

灵枢三形人研究 

 
黄书婷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探索灵枢三形人的科学内涵 

方法  文献研究结合现代医学进展研究，《灵枢》原⽂记载的膏⼈、脂⼈、⾁⼈“三形⼈”分类对中

医体质分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献对此未有系统论述，尝试基于《灵枢》原⽂及其重要注本

明确《灵枢》原⽂所载分类⽅法，结合现代医学研究，从⼈体⼩腿肚部位的解剖学特异性、⼩腿肚

部位⽣理代谢的特异性、下肢肌⾁脂肪量与胰岛素敏感性及胰岛素抵抗关系等⽅⾯，探索该种分类

⽅法之科⽤性。 

结果  灵枢三形人在解剖学特异性、⼩腿肚部位⽣理代谢的特异性、下肢肌⾁脂肪量与胰岛素敏感

性及胰岛素抵抗关系等⽅⾯具有高度科学性 

结论  灵枢三形人分类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37 

 

PU-0227 

西格列汀对 NAFLD 大鼠肝脏 FGF21 及 PI3K-p85α 表达的影响 

 
申甜,雷涛,徐碧林,陈琳 ,汪红平,夏娟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西格列汀对高脂饮食诱导 NAFLD 大鼠肝脏 FGF21 及 PI3K-p85α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5 只(普通饲料 NC) 及高脂组 25 只(高脂饮食 HF) 。喂养 8

周后，两组随机抽取各 5 只，比较后证实 HF 组 NAFLD 模型成功建立;继将剩余 HF 组分为 2 组：

西格列汀干预组(HF+XI)/10 只[加西格列 100mg/(kg/d)]及高脂组 HF1/10 只[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

8 周末处死，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总胆固醇(TC) 、甘

油三酯(TG) 、游离脂肪酸(FFA)含量，空腹血糖(FBG)及胰岛素(FINS)水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HE 染色观察肝脏病理形态学的变化;Real-timePCR 检测肝组织 FGF21、 IRS2mRNA

表达，Westernblot 检测 FGF21 及 PI3K-p85α 蛋白表达。 

结果  西格列汀可降低血清 ALT，AST 活性( P＜0.05)，减少 TC，TG，FFA 含量、FBG、肝脏 TG

含量及 HOMA－IR( P＜0.05);同时，可明显改善大鼠肝脏脂肪沉积；西格列汀显著上调了肝脏

IRS2 mRNA 表达及肝脏 FGF21 蛋白表达量，同时有下调肝脏 FGF21 基因表达及 PI3K-p85α 蛋白

表达量的趋势( P>0.05)。 

结论  西格列汀可明显改善对肥胖大鼠肝脏脂肪变, 其可能与调节肝脏 IRS2/PI3Kp85α 信号通路而

影响 FGF21 表达有关。 

 
 

PU-0228 

衔接蛋白 APPL1 通过 HDAC3 

调控棕色脂肪产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范琳玲 1,秦朗 1,万云 1,李希 2,李益明 1,叶红英 1,王熠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激活棕色脂肪(BAT)是治疗肥胖的有效手段。APPL1 是包含 Pleckstrin 同源结构域，磷酸酪

氨酸结合结构域和亮氨酸拉链结构的衔接蛋白，其基因遗传变异与糖尿病患者的 BMI 和体脂分布

相关。我们前期工作发现小鼠冷暴露后 BAT 内 APPL1 含量显著上调，提示 APPL1 对 BAT 产热调

控的潜在作用。本研究重点阐明了 APPL1 对 BAT 活化产热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利用全身过表达（TG）和脂肪特异性敲除（ASKO）APPL1 小鼠模型来研究 APPL1 对 BAT

活化产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在培养的棕色脂肪细胞中探索可能的信号通路。 

结果  与野生型（WT）小鼠相比，APPL1 TG 小鼠可以抵抗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表现为代谢率增

加，中心体温升高以及 BAT 中 UCP1 mRNA 水平显著增加。为了进一步研究 APPL1 对脂肪组织

的作用，我们利用 Ap2.Cre-Loxp 系统构建 APPL1 ASKO 小鼠。与前述结果相一致，相比于 WT

小鼠，APPL1 ASKO 小鼠在高脂饮食后表现为更加肥胖，葡萄糖耐量受损和胰岛素抵抗。代谢分

析系统结果显示 APPL1 ASKO 小鼠氧耗、二氧化碳呼出减少，产热量下降，并在冷暴露中适应性

产热受损。PET-CT 分析肩胛间区域标准摄取值（SUV）降低，表明 ASKO 小鼠 BAT 活性降低。

并且发现无论在 BAT 或棕色脂肪细胞中 APPL1 的缺失降低了棕色脂肪特异性产热基因如 UCP1 和

PGC1α 的表达。在体外培养的棕色脂肪细胞中，cAMP 刺激下，APPL1 从胞浆穿梭入核内。通过

CO-IP 和 CHIP 实验证实，在棕色脂肪细胞中 APPL1 可以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3(HDAC3)相互作

用，通过直接结合到 PGC1α 和 UCP1 基因的启动子区域调控其表达。 

结论  我们的数据表明 APPL1 通过与 HDAC3 相互作用，在调控棕色脂肪的产热活化中发挥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这一发现将为肥胖症的治疗带来新的契机。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38 

 

PU-0229 

BBS1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致 Bardet-Biedl 

综合征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张晶,蒋晶晶,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Bardet-Biedl 综合征（Bardet-Biedl Syndrome, BBS）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

病，临床表现主要以六大主要症状为特征：视网膜变性、肥胖、多指（趾）畸形、智力低下、性腺

发育异常及肾脏异常。本研究通过对 1 例确诊为 Bardet-Biedl 综合征的患者进行临床和分子遗传学

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提高对 Bardet-Biedl 综合征临床特点及发病机制的认识。 

方法  收集该患者的病史和实验室检查的资料，并采集该患者的外周血提取 DNA 进行全外显子测

序，采集该患者父母的外周血提取 DNA 对全外显子测序结果进行 Sanger 法测序验证，同时复习

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女，21 岁，临床表现有重度肥胖、双眼无色素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双肾囊肿、糖尿

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功能异常、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右耳传导性听力损失。该患

者没有多指（趾）畸形、智力低下、性腺发育异常等其他表现。全外显子测序发现该患者 BBS12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c.188delC, p.T63fs 及 c.1993_1995del, p.665_665del），其中患者父亲

BBS12 基因存在 c.188delC 突变，患者母亲 BBS12 基因存在 c.1993_1995del 突变，患者父母均

未发病。 

结论  BBS1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是导致该患者发病的根本原因，且该复合杂合突变是 BBS12 基因

的新突变位点。Bardet-Biedl 综合征是一种以纤毛病变为基础的疾病，该病与其他的纤毛病变类综

合征之间可以有许多重叠的临床表现，需要进行鉴别，而基因检测有助于明确 Bardet-Biedl 综合征

的诊断。Bardet-Biedl 综合征的治疗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目前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根据患者的

临床表现综合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PU-0232 

STC2 通过激活中枢 STAT3 信号通路抑制食欲改善代谢 

 
焦阳 1,陆炎 1,2,李小英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体重的维持是一个由能量摄入和能量支出共同调控的复杂过程。当机体的能量摄入超过能量

消耗，就会导致肥胖和代谢异常的发生。STC2 是一种在全身多个组织均有表达的细胞因子，研究

表明 STC2 在离子转运、细胞增殖、肿瘤发生等生命活动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STC2 在食欲和

代谢调控方面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利用正常及肥胖小鼠模型、下丘脑 GT1-7 细胞系，运用全

身给药和脑室局部给药等方式，从多个层面探讨 STC2 在食欲和代谢调控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1、通过腹腔注射给予正常 C57 小鼠 STC2 重组蛋白或 PBS 处理，给药期间观察两组小鼠体

重和摄食量改变。进一步观察两组小鼠各体脂成分改变和能量消耗的差异。2. 通过腹腔注射给予

OB/OB 小鼠 STC2 重组蛋白或 PBS 处理，观察两组小鼠体重和摄食量改变，同时检测胰岛素敏感

性、血糖、肝重、肝脂等相关代谢指标的改变。3. 通过脑室局部注射给予 C57 小鼠 STC2 重组蛋

白或 PBS 处理，观察两组小鼠摄食量的改变。4. 检测 STC2 全身给药对下丘脑食欲调节肽表达的

影响。5. 检测 STC2 全身及中枢给药对下丘脑食欲调节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并在体外 GT1-7 细

胞系上进一步验证。 

结果  1. 通过腹腔注射给予 C57 小鼠 STC2 重组蛋白处理后，小鼠出现体重减轻，食欲显著下降，

而能量消耗没有改变。2. 通过腹腔注射给予 OB/OB 小鼠 STC2 处理后，可观察到小鼠食欲受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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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抑制，同时全身代谢表型得到全面改善（体重减轻、胰岛素耐量改善、血糖降低、肝脏甘油三酯

含量下降等）。3. 通过脑室局部注射给予 C57 小鼠 STC2 处理，可显著降低小鼠的摄食量。4. 

STC2 全身给药可显著下调下丘脑食欲调节肽 POMC 的表达。5. 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STC2 无论

全身或中枢给药，均能显著激活下丘脑 STAT3 信号通路，从而改善食欲。这一结果在体外细胞水

平也得到验证。 

结论  STC2 通过激活下丘脑 STAT3 信号通路，抑制食欲从而改善代谢。 

 
 

PU-0233 

高选择性 PPARα 激动剂对于小鼠全身脂质代谢的影响 

 
唐圣洁,林细华,桂薇薇,吴芳,郑芬萍,李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PPARα 是 PPARs 超家族一个重要亚型，能维持能量平衡、调节多种生化反应。目前已有不

少 PPARα 激动剂被批准用于临床或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本研究是利用高选择性的 PPARα 激动剂

CP775146 对正常及肥胖模型小鼠进行干预，探讨其对于全身脂代谢紊乱的影响。 

方法  建立高脂饮食诱导的 C57BL/6J 肥胖模型，将小鼠随机分为 ①正常空白组、②正常对照组、

③正常 CP775146 干预组（0.3、0.6、1.0、1.2、1.5mg/kg）、④高脂模型对照组、⑤高脂

CP775146 干预组（0.1、0.3、0.6mg/kg）。各组小鼠分别腹腔注射生理盐水及 CP775146 三天

后，检测小鼠肝脏重量；收集肝脏组织，观察其形态学改变；检测血脂，肝功能等指标。利用 WB

和 qRT-PCR 检测 Acadl、Acadm 等肝脏中的脂解相关基因，以及肝脏中的成脂相关基因的表达变

化。 

结果  正常喂养小鼠：①PPARα 激动剂干预组的肝脏重量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②干预组小

鼠的肝脏体积随药物浓度增加逐渐变大。③干预组血清 TG 和 LDL-C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01），呈一定剂量依赖性。④当 CP775146 浓度大于 1.0mg/kg 时，处理组血清 ALT 和

ALP 的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⑤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药物浓度为 0.3 和 0.6mg/kg 组

的脂解相关基因 Acadl、Acadm 及 Ehhadh 的表达显著升高（p<0.05）。成脂相关基因 FAS、

ACC-1 及 Scd-1 的表达增加。肥胖模型小鼠：①高脂干预组肝脏重量高于高脂对照组

（p<0.01）。②干预组 H&E 染色可见随着药物浓度升高，肝细胞胞浆内脂肪空泡的体积变小、数

量减少。③干预组血清 TG 水平显著降低（p<0.05），且药物浓度越高，TG 降幅越大；LDL-C 仅

在浓度为 0.1mg/kg 降低（p<0.05）。④高脂干预组血清 ALT、AST 水平与高脂对照组相比降低

（p<0.05）；当药物浓度大于 0.1mg/kg 时，ALT、AST 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p<0.05）。⑤与高

脂对照组相比，浓度为 0.1 和 0.3mg/kg 组的脂解及成脂相关基因的表达升高（p<0.05）。 

结论  高选择性 PPARα 激动剂 CP775146 对于肥胖引起的高脂血症和肝脏损伤，具有显著的降低

甘油三脂和保肝降酶的作用。但 CP775146 的安全浓度区间较小，过高浓度会造成肝脏的脂质沉

积、脂肪变性以及肝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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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4 

黄秋葵通过调节肠道菌群 

改善高脂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及其机制研究 
 

马荣,陈璐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本课题研究以不同剂量黄秋葵干预高脂饮食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大鼠，观察黄秋葵对大鼠肠道

菌群以及多种代谢指标的影响并初步探索其机制。 

方法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1）正常对照组，普通饲料饮食，生理盐水灌胃；（2）高脂组，生理

盐水灌胃；（3）高脂+大剂量黄秋葵组， 800mg/kg/d 黄秋葵灌胃；（4）高脂+小剂量黄秋葵组， 

400mg/kg/d 黄秋葵灌胃；（5）高脂+二甲双胍组， 200mg/kg/d 二甲双胍灌胃；饮食干预时间为 8

周。2.每周记录大鼠体重，检测空腹血糖、胰岛素、HOMA-IR、IPGTT、IPITT、血脂、器官组织

重量、肝脏油红 O 染色、脂肪组织 H&E 染色； ELISA 法检测 LPS、（IL-6）、TNF-α 水平；采用

PCR 检测小肠组织中肠道粘蛋白基因 MUC2 的 mRNA 表达水平，肠道切片 PAS 染色观察肠道杯

状细胞。3.采集 18 周末大鼠粪便行 16S rDNA 测序。 

结果  1.高脂喂养 10 周后 SD 大鼠出现胰岛素抵抗及体重异常增长。不同剂量的黄秋葵和二甲双胍

干预后结果显示：黄秋葵显著增强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清胰岛素水平，显著降低血清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大剂量黄秋葵改善以上胰岛素抵抗相关表型的效果几乎接近二甲双胍的作用强度，大剂

量较小剂量黄秋葵作用效果明显，但未见统计学差异。 

2.黄秋葵显著降低血清 LPS、TNF-α、IL-6 水平。 

3.大剂量黄秋葵显著升高小肠肠道粘蛋白基因 MUC2 表达水平，减少肠道杯状细胞损伤。 

4.黄秋葵增强高脂饮食大鼠肠道菌群与正常饮食大鼠肠道菌群操作分类单元（OTU）的相似性，增

加高脂饮食大鼠肠道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Rank-Abundance 曲线、ACE 指数、Chaos 指数、

Shannon 指数）；黄秋葵增加拟杆菌丰度，减少厚壁菌丰度，降低厚壁菌/拟杆菌的比值。 

结论  膳食补充 400mg/kg/d~800mg/kg/d 的黄秋葵对高脂饮食诱导的大鼠胰岛素抵抗相关表型具有

良好的干预效果，尤其 800mg/kg/d 的黄秋葵干预强度接近 200mg/kg/d 二甲双胍的作用强度。黄

秋葵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抑制高脂饮食引起的体重过度增长，改善血脂紊乱，减轻内毒素血症，改

善低度慢性炎症状态，同时改善肠道菌群的丰度以及多样性，增强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完整性；我们

推测黄秋葵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机制之一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保护肠道黏膜完整性进而减轻循环 LPS

及炎症因子水平实现的。 

 
 

PU-0235 

Betatrophin 对 NAFLD 模型小鼠肝脏脂质代谢的 影响及机制 

 
王港,王亚荻,杨靖,洪涛,颜斌,李骄阳,肖新华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索 betatrophin 对 NAFLD 模型小鼠肝脏脂质沉积的作用机制。 

方法   8 周龄的雄性 C57BL/6J 小鼠适应性饲养一周后随机分成 4 组：普通饮食组（SD 组）、高脂

饮食组（HFD 组）、betatrophin 低表达组（betatrophin RNAi 组）、空白病毒组（GFP 组），每

组 8 只。SD 组小鼠喂养标准饲料，其余三组小鼠均给予高脂饲料（60 kcal% Fat），24 周后采用

尾静脉注射法将 200μl 滴度为 5×1010v.g 的 rAAV-betatrophin-GFP 及同等滴度 rAAV-GFP 分别注

射至 betatrophin RNAi 组、GFP 组体内。28 周后，HE 染色检测小鼠肝脏组织病理改变，Western 

Blot 法检测脂代谢及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的表达。 

结果  1.相比 SD 组，HFD 组小鼠肝脏 betatrophin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P < 0.05）。2.相比 SD 组

小鼠，HFD 及 GFP 组小鼠肝指数增加（P < 0.05），与 GFP 相比，betatrophin RNAi 组小鼠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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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无明显差异（P > 0.05）。3. HE 染色显示，相比 SD 组，HFD 组及 GFP 组肝脏细胞可见多量体

积不等的脂肪空泡，肝细胞坏死、肿胀，部分肝细胞呈气球样变性，炎症细胞浸润不明显；

Betatrophin RNAi 组小鼠肝脏气球样变改善，脂肪空泡数目减少，肝细胞水肿减轻。4. 相比 SD

组，HFD 组及 GFP 组小鼠血清 ALT、AST、TC、TG、LDL 均明显升高（P < 0.05），HDL 降低

（P < 0.05）；相比 GFP 组，betatrophin RNAi 组小鼠血清 TG 下降（P < 0.05），而 ALT、

AST、TC、HDL、LDL 无明显差异（P > 0.05）。5. 相比 GFP 组，betatrophin RNAi 组小鼠

SCD-1、XBP-1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P <0.01），但 LXR、SREBP-1c、ACC、FAS、FXR、

PPARα、CPT-1、CD36、ATF4、eIF-2α 蛋白表达无明显差异（P > 0.05）。 

结论  低表达 betatrophin 能改善 NAFLD 模型小鼠肝脏的病理改变、降低血清 TG 水平、下调

XBP-1、SCD-1 蛋白表达。 

 
 

PU-0236 

PPARβ/δ 激动剂介导的白色脂肪棕色化的研究 

 
徐师师,童南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PPARs)家族中的

一员 PPARβ/δ 被证实能够有效减轻体重，且激活 PPARβ/δ 能调控肌纤维转化、增加运动耐受

性，该受体激动剂被认为是一种强效的运动模拟剂。 Irisin/FNDC5(Fibronectin type III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5)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肌肉因子，在运动的肌肉中表达上调，且被证实有诱导白色

脂肪棕色化的作用。在这些研究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探讨激活 PPARβ/δ 的减重效应是否与诱导白

色脂肪棕色化有关，并初步探讨 irisin/FNDC5 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分体内、体外实验两部分。体外实验方面，分别以 3T3-L1 脂肪前体细胞、C2C12 小

鼠成肌细胞为模型，并予高脂、高糖负荷，观察 PPARβ/δ 激动剂 GW501516 对棕色化表型和

irisin/FNDC5 mRNA 表达水平的调控作用及其相关机制。体内实验方面，本研究拟以 GK 大鼠为模

型，予高脂饮食喂养后，分别使用 PPARγ 激动剂吡格列酮、PPARβ/δ 激动剂 GW501516 干预，

观察比较其对体重、糖脂代谢、胰岛素抵抗及白色脂肪棕色化等方面的影响，并初步探索

irisin/FNDC5 在其中的作用。 

结果  体外实验部分：1）GW501516 干预可上调 3T3-L1 脂肪前体细胞 UCP1 mRNA 的表达水

平；2）  脂毒性性环境下，成熟的 3T3-L1 细胞 irisin/FNDC5 mRNA 表达明显受抑制，而

GW501516 干预可恢复其表达水平；GW501516 干预也可上调小鼠成肌细胞 C2C12irisin/FNDC5 

mRNA 的表达水平。体内实验部分：1）GW501516 干预可对抗高脂饮食性肥胖；2）GW501516

可改善 GK 大鼠脂代谢紊乱，降低 HbA1C、FBG，但对胰岛素抵抗无明显改善作用；3）

GW501516 干预可明显上调 GK 大鼠皮下脂肪 UCP1 表达水平，诱导棕色化表型；4）GW501516

干预后骨骼肌组织 irisin/FNDC5 mRNA 表达水平明显上调，血浆 irisin 水平呈上调趋势，皮下脂肪

组织 irisin/FNDC5 表达水平无明显变化。 

结论  激活 PPARβ/δ 能上调脂肪组织 UCP1 的表达，诱导棕色化表型。该效应可能与其调节骨骼

肌组织或/和脂肪组织中 irisin/FNDC5 的表达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42 

 

PU-0237 

一例严重胰岛素抵抗患者新的胰岛素受体基因突变及其家系调查 

 
程杨阳,乐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目的  胰岛素抵抗常见于肥胖的人群，但某些致病性单基因突变可影响胰岛素信号传导和脂肪细胞

发育及功能，从而出现严重的胰岛素抵抗，我们在 1 例严重胰岛素抵抗患者中发现了新的胰岛素受

体基因突变。 

方法  一例 9 岁的男性患者，发现颈部、腋下、腹股沟黑棘皮样变 3 年，身高 147cm，体重

51kg，体重指数 BMI 23.6kg/m2，完善 OGTT 空腹血糖 4.9 mmol/L，餐后 2h 血糖 16.40 

mmol/L ，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同步血胰岛素水平显著升高（胰岛素 0min ： 743.40 

pmol/L,2h >6945 pmol/L），随后我们对其胰岛素受体基因直接测序，同时对其一级亲属也进行直

接测序。 

结果  先证者胰岛素受体基因的 β 亚基中发现了 c.1088_1090del(编码区第 1088_1090 号核苷酸缺

失)的杂合核苷酸变异,该变异导致第 363 号氨基酸缺失(p.363del)，从而引起胰岛素受体 β 亚基酪

氨酸激酶活性下降和自身磷酸化缺陷，该变异不属于多态性变化,在人群中发生的频率极低，其父

亲亦为 c.1088_1090del 杂合核苷酸变异，而其母亲及哥哥基因序列正常，但父亲否认糖尿病病

史，而且没有出现黑棘皮病表现，哥哥今年 25 岁，幼年时期有相同症状，未予特殊诊治，成年后

黑棘皮样变逐渐消失。 

结论  本研究报道了中国人一例严重胰岛素抵抗综合征患者，其发病原因一方面与肥胖有关，另一

方面胰岛素受体基因检测提示存在 β 亚基核苷酸变异，从而引起酪氨酸激酶活性下降进而导致严重

的胰岛素抵抗，因此对于儿童严重胰岛素抵抗患者，胰岛素受体基因检测可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患

者病因及指导治疗。 

 
 

PU-0238 

GLP-1 类似物抑制下丘脑小胶质细胞激活 

降低 DIO 大鼠体重的研究 
 

张善磊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GLP-1 类似物利拉鲁肽对高脂饮食诱导肥胖（DIO）大鼠下丘脑小胶质细胞激活增殖状

态的影响 

方法  不限量喂养纯化高脂饲料（D12451）12 周建立 DIO 大鼠，随机分为持续高脂组(DH)、利拉

鲁肽组(DL)、DL 配对组（饮食量与 DL 组平均饮食量相同，DP）；空白对照组(C)不限量喂养纯化

维持饲料（D12450B）。DL 组皮下注射利拉鲁肽 200ug/kg，其余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均 2 次/

日，称量大鼠饮食量 1 次/日及体重 1 次/周。6 周后取大鼠下丘脑，通过 qRT-PCR 检测下丘脑炎症

指标 IL-1β、IL-6、TNF-α mRNA 水平，使用 Western blot 和 qRT-PCR 检测促食欲因子神经肽 Y

（NPY）、刺鼠相关蛋白（AgRP）和抑制食欲因子阿黑皮素原（POMC）、可卡因-苯丙胺转录调

节肽（CART）蛋白及 mRNA 表达，利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小胶质细胞激活标志蛋白 IBA-1 和促凋

亡因子（Bax）、逆凋亡因子（Bcl-2）表达。 

结果   6 周后，分析大鼠体重，DP、DL 组较 DH 组显著减少（P<0.05），DP 与 DL 组无显著差异

（P>0.05），C 组显著小于其余 3 组（P<0.05）。统计大鼠每日平均饮食量，第 1 周开始，DP、

DL 组进食量明显少于 C、DH 组(P<0.05)，C 和 DH 组不具有显著差异（P>0.05）。分析炎症指

标，与 C 组对比，DH、DP 组 IL-1β、IL-6 mRNA 显著增加(P<0.05)， TNF-αmRNA 在 DH 组显著

增加（P<0.05），DL 组以上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DL 组较 DH 组 IL-1β、IL-6、T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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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mRNA 表达显著减少（P<0.05）；DL 组较 DP 组 IL-1βmRNA 显著减少（P<0.05）。摄食调节

因子中，与 C 组对比，DH 组 NPY 蛋白水平显著增加（P<0.05）且 NPY mRNA 无显著差异

（P>0.05）， DP 组 NPY 蛋白和 mRNA 显著增加（P<0.05），DH、DP 组 POMC、CART 蛋白

及 mRNA 表达显著减少（P<0.05），DL 组均无显著差异（P>0.05）；与 DH、DP 组相比， 

结论  利拉鲁肽可逆转 DIO 大鼠下丘脑小胶质细胞激活状态及增殖，改善摄食调节中枢炎症状态和

神经元凋亡。 

 
 

PU-0239 

GABA 通过抑制肝脏巨噬细胞活化 

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胰岛素抵抗 

 
崔巧丽 1,杨奇伟 2,万云 1,姜冬冬 1,张娟 2,李小明 2,王志红 1,丁亚琴 3,刘瑞 1,王庆华 1,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多伦多圣米高医院 

3.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肝脏巨噬细胞活化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分泌增加是肥胖诱导的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原

因。γ-氨基丁酸（GABA）是中枢神经系统重要的神经递质，在外周组织如胰岛和肝脏也有 GABA

分布。GABA 不仅能够调控胰岛内分泌功能，保护胰岛 β 细胞，也具有免疫调节作用。GABAA 受

体是介导 GABA 生物学作用的重要受体并且表达于巨噬细胞。因此，本课题研究 GABA 对高脂饮

食诱导的小鼠肝脏胰岛素抵抗的作用并探讨机制。 

方法  将 5 周龄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3 组，分别给予普通饮食、高脂饮食、高脂饮食加口服

GABA（6mg/ml, 加入饮水）处理。14 周后进行腹腔注射胰岛素耐量试验（IPITT）和葡萄糖耐量

试验(IPGTT)。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肝脏形态学变化，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肝脏巨噬细胞细

胞因子 TNF-α 表达水平。免疫印迹检测肝脏胰岛素信号通路关键分子（p-Akt）和 Toll 样受体 4

（TLR4）、p-NF-κB、TNF-α 炎症信号分子水平。体外研究 GABA 对小鼠巨噬细胞系 RAW264.7

细胞和腹腔巨噬细胞上述炎症信号分子的调节作用。在条件性培养实验中，以棕榈酸和/或 GABA

干预巨噬细胞得到的条件性培养基处理肝细胞 HepG2，研究 GABA 处理巨噬细胞对肝细胞胰岛素

敏感性的影响。此外，利用膜片钳技术和钙离子荧光探针 Fura2-AM 研究 GABA 处理对巨噬细胞电

生理活动和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影响。 

结果  GABA 能够减轻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肝脏脂质堆积和肝脏胰岛素抵抗，降低肝脏 TNF-α 的水

平并减轻高脂饮食小鼠的肥胖、胰岛素抵抗和糖耐量异常。在基础和棕榈酸干预情况下，GABA 都

可以降低巨噬细胞 TLR4/p-NF-κB/TNF-α 水平。条件性培养实验结果显示 GABA 可以降低棕榈酸

诱导的巨噬细胞培养基中 TNF-α 水平进而改善肝细胞胰岛素抵抗。电生理实验显示 GABA 可以激

活巨噬细胞 GABAA 受体，引起 GABA 电流。此外，GABA 可以抑制棕榈酸诱导的钙离子内流。 

结论  GABA 可以通过抑制肝脏巨噬细胞活化降低 TNF-α 水平进而改善高脂饮食小鼠肝脏胰岛素抵

抗。GABA 能够激活巨噬细胞 GABAA 受体并减少钙离子内流，这可能是其抑制巨噬细胞活化的重

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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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0 

人参皂苷 Rb2 通过增加白色脂肪棕色化 

改善小鼠高脂饮食引起的肥胖 

 
顾雪疆,洪逸莲,林怡,斯琪雅,徐静,杨丽娟,董为松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棕色脂肪组织（BAT）可以增加产热和促进能量释放，改善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等多种代谢性

疾病。人参皂苷 Rb2 是人参果提取物，在人参中含量较高，研究显示，人参皂苷 Rb2 可以广泛用

于治疗各种代谢疾病。本研究旨在探讨人参皂苷 Rb2 促进白色脂肪棕色化，改善肥胖的作用及其

机制。 

方法  取 8 周龄的雄性 C57BL/6J 小鼠 32 只，分为普通+Rb2（6 只），普通+PBS 组（6 只），高

脂+Rb2 组（10 只），高脂+PBS 组（10 只），按上述分组分别用 10%Kcal 和 60%Kcal 的饲料喂

养 9 周，形成普通组小鼠和高脂饮食肥胖组小鼠。予人参皂苷 Rb2（40mg/kg/d）或 PBS 连续腹

腔注射 10 天，观察实验小鼠体重，血糖，体脂的变化，取小鼠皮下白色脂肪（腹股沟）、内脏白

色脂肪（附睾旁）和肩胛部棕色脂肪组织，利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观察棕色化相

关基因蛋白的变化，观察脂肪组织 AMPK 信号通路的变化。。将部分高脂小鼠寒冷刺激，通过

UCP1 免疫组化染色，进一步验证 Rb2 对棕色化的作用。体外实验利用 3T3-L1 脂肪细胞和小鼠脂

肪源性基质血管部分进一步验证其作用和机制。 

结果  人参皂苷 Rb2 可以减轻高脂饮食小鼠的体重，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堆

积，并且可以促进白色脂肪棕色化，增强棕色脂肪的功能，同时激活脂肪组织 AMPK 信号通路。

体外研究可见 3T3-L1 脂肪细胞和小鼠脂肪来源的基质血管部分棕色化的标志物的表达上升。 此

外，人参皂甙 Rb2 可以部分逆转 AMPK 抑制剂 dorsomorphin（化合物 C）2Hcl 抑制的棕色化表

型。 

结论  人参皂苷 Rb2 可通过激活脂肪组织 AMPK 信号促进白色脂肪棕色化，缓解肥胖，改善能量代

谢。 

 
 

PU-0241 

GLP-1 受体激动剂减重作用与肠道菌群关系的研究 

 
赵丽,陈奕,陈驰,王宁荐,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利拉鲁肽，一种 GLP-1 受体激动剂，除了具有降糖作用，还具有减重作用，但其潜在的机制

尚不清楚。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利拉鲁肽是否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来起到减重的作用。 

方法  SPF 级雄性 Wistar 和 GK 大鼠各 20 只，高脂喂养 8 周后，成功建立单纯肥胖和糖尿病肥胖

大鼠模型，然后将两种大鼠进一步随机分为两组，即 Wistar+生理盐水（WN）组、Wistar+利拉鲁

肽治疗（WL）组、GK+生理盐水（GN）组及 GK+利拉鲁肽治疗（GL）组，分别给予利拉鲁肽或

生理盐水治疗 12 周。灌流 6,6-D2-葡萄糖、U-13C-甘油及 9,10-3H-棕榈酸等同位素示踪剂，评估

糖脂代谢情况。收集各组大鼠粪便，提取粪便脱氧核糖核酸进行 Illumina MiSeq（16S rRNA）测

序，检测肠道菌群结构变化。 

结果  1. 与对照组相比，利拉鲁肽明显改善 Wistar 及 GK 大鼠治疗组的糖脂代谢指标，且两组大鼠

的体重亦明显降低（P<0.05）；2. 同位素示踪结果显示：利拉鲁肽显著降低肝脏葡萄糖输出率、

糖异生、肝脏甘油三酯含量及合成率以及甘油出现率，且增加骨骼肌脂肪酸 β 氧化率（P 均

<0.05）；3. 肠道菌群测序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WL 及 GL 两组肠道菌群的丰富性和多样

性明显降低（P<0.05）。PCoA 结果显示：利拉鲁肽改变肠道菌群的结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

在门水平，四组的主要菌群为厚壁菌门、拟杆菌门、软壁菌门及变形菌门。利拉鲁肽显著增加拟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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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门的相对丰度 (WN vs WL: 0.19±0.04 vs 0.31±0.09; GN vs GL: 0.25±0.06 vs 0.38±0.09; 

P<0.05)，而相对降低厚壁菌门的丰度。在属水平，利拉鲁肽明显降低肥胖相关菌群并增加与消瘦

相关的菌群（P 均<0.05）。 

结论  利拉鲁肽可以通过调节单纯肥胖和糖尿病肥胖大鼠的肠道菌群来减轻体重。 

 
 

PU-0242 

LH/FSH 比值与绝经后女性内脏脂肪功能障碍的相关性 

 
赵丽,朱春芳,陈驰,程静,夏芳珍,王宁荐,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增高的促黄体生成激素与卵泡刺激素（LH / FSH）比例被报道与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

中的胰岛素抵抗和肥胖有关。然而，没有研究探讨 LH / FSH 比值在非 PCOS 背景下与内脏脂肪积

累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探讨 LH / FSH 比值与 55 岁以上绝经后中国女性的内脏脂肪沉

积和功能紊乱的相关性。 

方法  从 2014 年至 2015 年华东地区代谢疾病和危险因素患病率的横断面调查中，确定了 2525 名

55-89 岁的绝经后妇女。测定人体测量指标，生化参数，性激素和临床特征。女性腰围≥80cm 定义

为中心性肥胖。通过计算内脏脂肪指数（VAI）和脂质积累产物（LAP）鉴定内脏脂肪积累和功

能。 

结果  参与者中，1462 例（57.9％）患有中心性肥胖。在线性回归中，经校正相关变量，代谢指

标，总睾酮（T）和雌二醇（E2）后，LH / FSH 比值与所有内脏肥胖指数呈正相关（均 P 

<0.001）。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随着 LH / FSH 比值的升高，中心性肥胖的风险增加（P 

<0.01）。校正代谢指标及总 T，E2 后，相关性减弱，但仍然存在（P <0.01）。完全校正后，内

脏肥胖的 OR 值为 2.93（95％CI 1.33, 6.45）。 

结论  高 LH / FSH 比值与绝经后女性的内脏脂肪过度积累和功能障碍有显著相关性。它可能是老年

妇女代谢紊乱的早期标志。 

 
 

PU-0244 

社区人群中血清 CMPF 水平与脂肪酸代谢及肥胖的相关性 

 
戴嘉融,张珊,陈培红,金华,张学利,于雪梅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鱼油的有效代谢物：3-羧-4-甲-5-丙基呋喃戊酮酸(CMPF)在社区正常糖耐量人群中的血

清水平，并研究其与脂肪酸代谢以及肥胖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3 年上海市社区糖尿病筛查人群中糖耐量正常人群 272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 134 例，女性 138 例，年龄 39~74 岁，平均 53.98±8.82 岁。每位受试者均接受体格检查，空

腹采血测量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以及标准化问卷调查。以《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

南》为标准，将 BMI≤23.9kg/m2 的人群分为正常体重组共计 143 例，其中男性 64 例，女性 79

例；BMI≥24kg/m2分为超重/肥胖组共计 129 例，其中男性 70 例，女性 59 例。采用 ELISA 方法测

定血清 CMPF 水平。 

结果  超重/肥胖组的 CMPF 水平低于正常体重组（p<0.05），分别是 96.50（46.11,169.56）uM

和 153.20（83.16,282.97）uM。双变量相关显示，血清 CMPF 水平与 BMI(r=-0．256，

P<0．001)、甘油三酯(r=-0．175，P=0．004)、游离脂肪酸(r=-0．126，P=0．041)呈负相关。多

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提示，血清 CMPF 水平与 BMI（p<0.001）、甘油三酯（p<0.05）、游离脂肪

酸（p<0.05）均独立负相关，与糖化血红蛋白（p<0.05）独立正相关。以超重/肥胖为因变量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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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logistics 回归结果提示，在校正了年龄、性别、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四项等与肥胖有关的影响因

素后，CMPF 仍为超重/肥胖的保护因素, 比值比(OR)[95% 可信区间(CI)]为 0.324(0.158，0.664)。 

结论  超重/肥胖人群的血清 CMPF 水平降低，CMPF 是促进脂肪酸代谢的有利因素。 

 
 

PU-0245 

上海市社区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颈围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刘珊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上海市社区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颈围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 2014 年 8 月—2015 年 7 月选取上海市社

区 4 657 名 40 岁及以上非糖尿病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生化指标检测。按照颈围

四分位数分组，分析颈围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结果  按照颈围四分位数分为 4 组，随着颈围的增粗，腰围、体质量指数（BMI）、血压、血脂、

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水平升高，腹型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发生率显著增加

（趋势 P 值均<0.01）。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颈围与腰围、BMI、收缩压、舒张压、甘油三

酯、总胆固醇、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C- 反应蛋白、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P<0.01），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呈负相关（P<0.05）。校正年

龄、性别、吸烟、饮酒、体力活动因素后，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腰围、BMI、收缩压、甘油三酯、

空腹血糖、C- 反应蛋白与颈围仍呈正相关（P<0.01），以腰围的相关性最高（P<0.01），总胆固

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与颈围的相关性不再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未校正混杂因素时，以颈围最低四分位组 Q1 作为参照

（OR =1.00），Q2、Q3 和 Q4 组中各心血管相关危险因素的发生风险与颈围增粗呈相关性（趋势

P 值均<0.01）。Q4 组腹型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 OR 值分别为 5.77（95% 

CI：4.80-6.02）、3.38（95% CI：2.71-4.21）、2.18（95% CI：1.85-2.57） 和 1.58（95% CI：

1.34-1.86）。进一步校正年龄、性别、吸烟、饮酒、体力活动、BMI、腰围、C- 反应蛋白等混杂

因素后，各心血管相关危险因素的发生风险依旧与颈围的增粗呈显著相关性，其中以腹型肥胖的相

关性最为显著[ Q4 vs. Q1 OR：10.02（95% CI：6.75-14.86）]（趋势 P 值均<0.01）。 

结论  上海市社区中老年非糖尿病人群中，颈围与各心血管危险因素呈独立正相关。 

 
 

PU-0247 

去乙酰化酶 3（SIRT3）介导棕色脂肪产热 

和白色脂肪棕色化的机制研究 

 
白金运,高鑫 

复旦大学 

 

目的    脂肪组织是小鼠在冷刺激下维持核心体温的重要器官，其中棕色脂肪是主要的产热器官。近

年来，研究发现白色脂肪细胞在冷刺激时也可以出现棕色化。棕色化是指白色脂肪细胞中有部分细

胞转变为可以表达解耦连蛋白 1（Uncoupling protein-1, UCP1）的棕色脂肪细胞，并且细胞中线

粒体的含量增加。由此可知，线粒体在维持体温中的重要意义。去乙酰化酶 3（SIRT3）是

Sirtuins 家族中的一员，Sirtuins 可以将被乙酰化的蛋白去乙酰化，调节蛋白的活性。SIRT3 主要分

布在线粒体中，在饥饿、能量变化等刺激下可以被激活。因此，研究 SIRT3 在小鼠冷刺激中发挥

何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阐明 SIRT3 在小鼠冷刺激时是否发挥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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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SIRT3 全身敲除（SIRT3-/-）的小鼠从 Jackson 实验室购买。14 只 SIRT3-/-小鼠和 14 只同

窝野生型小鼠，均是 14 周雄鼠，普通饮食（Chow diet）。在冷刺激前进行每周称重，测摄食量，

行 NMR 检测，并利用小鼠代谢笼系统测量基础代谢率。随后，7 只 SIRT3-/-小鼠和 7 只野生型小

鼠置于 4℃冷库中，前 6 小时每间隔 1 小时测量直肠体温，随后每 12h 测量直肠体温，48h 后处

死。另外 7 只 SIRT3-/-小鼠和 7 只野生型小鼠仍在室温（22℃）饲养。小鼠处死时提取新鲜棕色脂

肪和白色脂肪线粒体，利用海马仪（seahorse）检测线粒体耗氧量评估线粒体活性。棕色脂肪和白

色脂肪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Hemo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HE）染色和 UCP1 免疫组化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HC ）染色。提取棕色脂肪和白色脂肪组织 RNA，行 UCP1、

PGC1α、DIO2、PRDM16 的实时荧光 PCR 检测。 

结果  SIRT3-/-小鼠体重较野生型体重增加，皮下白色脂肪组织/体重的比重也增加，基础代谢率降

低。在冷刺激中，SIRT3-/-小鼠直肠温度较野生型小鼠降低更加明显。Seahorse 实验显示 SIRT3

基因敲除后小鼠棕色脂肪和白色脂肪的线粒体耗氧量均降低。HE 和 IHC 染色发现，SIRT3-/-小鼠

脂肪细胞脂滴增大，UCP1 染色变浅。棕色脂肪中 UCP1、、PGC1α、DIO2 水平降低，白色脂肪

中棕色化的 PRDM16 水平降低。 

结论    SIRT3 基因敲除降低棕色脂肪细胞产热相关基因的表达，进而影响棕色脂肪细胞产热。并可

以影响白色脂肪棕色化的进程和线粒体的功能。SIRT3 基因调控小鼠能量代谢，在棕色脂肪产热和

白色脂肪棕色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PU-0248 

桦木酸治疗肥胖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童蕾,张志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桦木酸已知的药理学作用包括抗肿瘤，抗病毒，抑制炎症等，但桦木酸和代谢性疾病的关系

却鲜有研究报道。在本研究中，利用动物模型和细胞模型证实桦木酸可以治疗肥胖，改善肝脏脂质

沉积，并且对其可能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 

方法  分别进行了体内和体外两部分实验。在体内实验中，用三种不同肥胖动物模型的小鼠进行了

相同的操作，即给予含有桦木酸的饲料喂食 2 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定期监测体重、进食量、体

温，并运用代谢监测系统、micro PET/CT 等方法来监测各组小鼠相应代谢指标的变化，并对小鼠

的糖耐量和胰岛素敏感性进行了监测。在处死小鼠后，对血清和组织中与肝脏和脂肪相关的指标进

行了分子生物学分析。在体外实验中，通过肝脏细胞系 HepG2 和脂肪细胞系 C3H10T1/2，运用油

红染色和检测细胞中甘油三酯含量等方法，观察桦木酸对其的影响。  
结果  在动物实验中，给予桦木酸处理的饮食诱导肥胖小鼠的体重明显减轻，脂肪肝明显改善，各

种血清指标以及肝脏组织指标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代谢率明显升高，各组织线粒体拷贝数增多，

适应性产热增多，棕色脂肪活性升高，同时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明显改善。但是这些作用在瘦素受

体缺失的 db/db 小鼠以及瘦素缺失的 ob/ob 小鼠中完全消失。在细胞实验中，经过桦木酸处理的肝

脏和脂肪细胞，其脂质蓄积均有所改善并且呈剂量依赖性。  
结论  综合体内和体外实验结果，本研究证实了桦木酸通过促进棕色脂肪功能以及白色脂肪棕色化

而增加能量消耗，进而治疗肥胖，并且能够改善肝脏的脂质沉积。这将为桦木酸在临床上治疗肥胖

的合理运用或将其作为前导药物进行开发提供更多数据支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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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9 

NPC1、IRX3、LGR4 稀有/低频功能性变异与肥胖发生 

 
邹曜宇,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系统性筛选肥胖候选基因 NPC1 的低频变异位点，阐明这些位点对肥胖发生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 

方法  对 25 例尼曼匹克病患双亲（携带功能丧失的 NPC1 基因突变杂合子）和 10311 名年龄地域

匹配的社区人群进行 BMI 比较；观察杂合 Npc1 基因突变（Npc1+/-）小鼠的体重相关表型；继而纳

入 244 名年轻肥胖患者和 468 名正常对照，利用一代 Sanger 测序法检测 NPC1 外显子区变异，筛

选新发现的低频变异位点。此外，在验证人群中新纳入 227 名年轻肥胖患者和 219 名正常对照，

合并分析 NPC1 低频变异与肥胖发生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对变异位点进行细胞生物学功能验证，深

入剖析位点所在功能域与肥胖发生、肥胖相关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  男性中 NPC1 功能缺失杂合突变携带者的 BMI 显著高于地域、年龄匹配社区人群(26.57 vs. 

23.99 kg/m2，p = 0.007)，女性中无 BMI 差别(p = 0.43)；性别差异在突变对 BMI 作用中具有显著

影响 (p for interaction = 0.009)。 

结论  NPC1 非同义低频变异显著增加肥胖发生风险，且存在一定性别差异。功能严重受损位点集

中在 NPC1 SSD 功能域，这些位点的肥胖携带者相比于轻微或无功能改变的位点携带者，具有更

为严重的肥胖特征，提示 NPC1 基因型—肥胖表型（genotype-phenotype）之间存在良好对应关

系。 

 
 

PU-0250 

FGF9、miR-122 在肥胖发生及预测中的作用 

 
王睿,王卫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系统性筛查 FGF 家族成员在脂肪细胞分化，尤其是白色脂肪棕色化过程中的生理学及药理学

作用。 

方法  利用正常体重和肥胖症手术患者皮下、内脏脂肪组织，分离正常体重、肥胖小鼠模型及棕色

化小鼠模型的腹股沟、附睾旁脂肪组织，利用实时定量 PCR 方法检测全部 FGF 家族成员转录水平

变化。在小鼠原代白色前体脂肪细胞诱导为米色脂肪细胞过程中，全程予以重组 FGF 蛋白刺激，

并检测脂肪分化标志性基因的表达改变。 

结果  FGF1、FGF2 均自脂肪细胞分化早期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FGF1 双相调节脂肪细胞分化；

FGF2 剂量依赖性抑制脂肪细胞分化。肥胖状态下，Fgf9 mRNA 在人和小鼠的皮下脂肪组织中表

达量均显著增加，而棕色化小鼠模型白色脂肪组织中，Fgf9 表达量也相应地下降。 

结论  FGF9 可能通过 p38 MAPK 信号通路抑制小鼠原代白色前体脂肪细胞向米色脂肪细胞分化，

这提示 FGF9 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肥胖症干预靶点。单纯肥胖症患者血清 miR-122 水平显著高于正

常体重人群，且血清 miR-122 上调是胰岛素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这提示 miR-122 可用作预测肥

胖症及胰岛素抵抗相关代谢性疾病的血清学指标。这两部分研究结果为肥胖症的发生及临床预测提

供了全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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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2 

Ghrelin 在肥胖大鼠肠神经细胞表达的特点 

 
田昀灵 1,张建刚 2,吴晶 3,成建国 1,汤旭磊 1 

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3.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肥胖作为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疾病，被 WHO 列为仅次于吸烟和艾滋

病的第三大慢性杀手。伴随着肥胖发生，多种严重疾患如恶性肿瘤、骨关节系统疾病、代谢紊乱综

合征、2 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风险显著增加。控制能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许多肥胖病

患者限食减肥尽管能在一定时期降低体重，但随后出现的体重反弹，减肥失败。这表明：肠道对能

量物质的吸收具有调节和补偿能力。小肠粘膜吸收在肥胖病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目前对这一

环节还研究甚少，故对小肠吸收的神经内分泌调节机制展开研究。 

方法  1.调整了饲喂方法，高脂饲料和普通饲料同时配伍且不限量，让大鼠自由选择。  

2.材料与方法 

1. 主要试剂：兔抗大鼠 ghrelin 多抗；生物素标记的羊抗兔 IgG、FITC 标记的羊抗兔 IgG 及其它免

疫组化试剂盒。 

2. 免疫组化染色步骤： 

①  石蜡切片脱蜡至水； 

②  枸橼酸盐缓冲液中进行微波抗原修复； 

③  1:2000 稀释的兔抗大鼠 ghrelin，37 C 孵育 1h，4 C 过夜； 

④  PBS 浸洗； 

⑤  1: 200 生物素化羊抗兔 IgG； 

⑥  DAB 显色； 

⑦  常规梯度乙醇脱水，透明，封片。 

⑧  阴性对照：用 PBS 代替一抗，其余步骤同上。 

3.结果的判定：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分别按照阳性范围及阳性强度综合判定，二者积分相乘，作为该切片的总体积

分。 

阳性判定：以胞浆内出现镜下明显可见的棕黄色颗粒判定为阳性，同时排除内分泌细胞（其阳性颗

粒集中于胞核腔侧）。 

阳性范围的判定： 

将胃粘膜层分为 3 等分， 

少于粘膜层 1/3：1 分；粘膜层 1/3：2 分；粘膜层 1/3-2/3：3 分。 

阳性强度的判定： 

无棕黄色颗粒：（-）0 分；浅黄色颗粒：（+）1 分；黄色颗粒：（++） 

结果  免疫组化检测不同处理组胃粘膜的 ghrelin 表达，结果表明肥胖组大鼠 ghrelin 阳性细胞数显

著减少（<1/3），但阳性强度增加（+++）。 

结论  本课题系统研究了 ghrelin 在胃肠神经系统神经元细胞体和绒毛神经纤维内的表达特点，其可

能通过调节肠神经系统和绒毛间质内的细胞调节小肠绒毛的吸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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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3 

利拉鲁肽对大鼠体重调定点的影响 

 
莫文清,荣曦,张善磊,刘红（通讯作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利拉鲁肽对大鼠体重调定点的影响。 

方法  纳入雄性 SD 大鼠 18 只，随机分为利拉鲁肽组，热量限制组和对照组，每组 6 只。以储食法

测量大鼠基线体重调定点，利拉鲁肽组给予利拉鲁肽注射液 200 ug/kg 每天两次皮下注射；热量限

制组给予饮食量限制（利拉鲁肽组饮食量的 80 %）及等容积生理盐水每天两次皮下注射；对照组

予以等容积生理盐水每天两次皮下注射。各组观察 6 周后撤除处理因素，之后均予以测量基线调定

点饮食量继续观察 6 周。测量各时间点四组大鼠储食量及体重，通过线性回归法计算大鼠体重调定

点。 

结果  1、处理期，与对照组相比，热量限制组及利拉鲁肽组大鼠体重均显著下降。处理期第 6 周，

其体重分别为 (403.10±5.46 ） g,（ 384.93±7.98 ） g,(349.52±9.50 ） 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但是，撤除处理因素后，热量限制组大鼠体重迅速反弹，而利拉鲁肽组大鼠体重保

持 稳 定 。 撤 药 观 察 期 第 6 周 ， 其 体 重 分 别 为 (437.38.10±7.52 ） g, （ 453.86±10.76 ）

g,(371.71±14.29）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2、与对照组相比，热量限制组大鼠体重调

定点无显著差异（P>0.05），而利拉鲁肽显著降低大鼠体重调定点。在处理期第 6 周及撤药观察

期第 6 周，对照组、热量限制组和利拉鲁肽组体重调定点分别为 (434.50±5.32 ） g,

（432.00±7.43）g,(365.67±5.65）g 和(478.17±6.85）g,（481.50±9.81）g,(396.00±5.18）g。与

对照组相比，利拉鲁肽组下调体重调定点均值分别为(68.83±7.08) g 及(82.17±8.61) g，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0），相当于体重调定点分别下降了 15.8%和 17.2%。 

结论  热量限制可短期降低大鼠体重，但不能降低大鼠体重调定点，其短期体重反弹风险较高。利

拉鲁肽显著降低大鼠体重调定点，并且撤药后 6 周体重调定点维持稳定，体重不出现反弹，减重作

用持久。 

 
 

PU-0254 

地西他滨对肥胖小鼠胰岛素抵抗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高杰清 1,2,薛静 2,程愈 2,张琪 2,母义明 2 

1.北京康复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地西他滨对肥胖小鼠胰岛素抵抗的改善作用，并初步探讨其通过调节巨噬细胞极化减轻

胰岛素抵抗相关炎症的作用机制。 

方法  C57 BL/6 小鼠高脂喂养 12 周建立胰岛素抵抗小鼠模型。造模成功后，将小鼠随机分为模型

组（HFD 组），地西他滨处理组（DAC 组），另选正常饲料饲养的小鼠作为对照组（NC 组）。

腹腔注射地西他滨或 PBS 后，连续 5 天，每日监测小鼠体重，于治疗后第 14 天行腹腔注射葡萄糖

试验（IPGTT）和胰岛素耐量试验(IPITT)，试验后安死小鼠，提取附睾脂肪组织，称重，行 HE 染

色，利用 qRT-PCR 技术检测脂肪组织促炎因子、抑炎因子的表达情况，并检测巨噬细胞表面标志

物的表达改变。 

结果  地西他滨处理后，小鼠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明显下降（P 均<0.01），糖耐量明显改

善（P 均<0.01），胰岛素敏感性得到显著提高(P<0.01)。与 HFD 组相比，地西他滨处理后附睾脂

肪重量减轻，脂肪细胞明显减小，间质区细胞数量也明显减少。PCR 结果显示：与 HFD 组相比，

地西他滨处理后脂肪组织促炎因子 MCP-1、IL-1β 的表达被显著抑制 (P 均< 0.05)，TNFα 的表达

也有下降的趋势（P=0.12）；同时，抑炎因子 IL-4、IL-10 的表达得到明显改善 ( P 均 < 0.01)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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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地西他滨可明显减轻脂肪组织相关的慢性炎症。同时，经地西他滨处理后，巨噬细胞 M1 型表面

标志物 iNOS、CD11c 的表达明显下调，分别降低了 31.89%、24.07%（P 均<0.01），M2 型巨噬

细胞表面标志物 Arg-1 和 CD206 表达分别上调了 28.97%、144.44%（P 均<0.01），提示 M1 型

巨噬细胞向 M2 型转变。 

结论  地西他滨可以显著改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考虑与调节脂肪组织中巨噬细胞表型，减轻

慢性炎症状态有关。 

 
 

PU-0255 

单纯性肥胖儿童糖脂代谢指标、炎症因子 

及脂肪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艾转转,陈瑞敏,欧阳倩,蔡春艳,袁欣,林祥泉,张莹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单纯性肥胖儿童和正常体重儿童血清代谢指标、炎症因子及脂肪因子的相关性，探讨儿

童单纯性肥胖的发病机制。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就诊于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的 5~15 岁单纯性肥胖儿童，以

及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体重儿童作为对照。测量所有儿童的身高、体重、腰围及臀围，取清晨空

腹静脉血，检测甘油三脂（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空腹血糖（FBG）及胰岛素（INS），计算腰臀比（WHR）、身体质量指数

（BMI）、体质量指数 Z 评分（BMI Z 值）、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应用酶联免

疫吸附法检测血清白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脂多糖结合蛋白（LBP）、

leptin、血管生成素样蛋白 4（ANGPTL4）和胰高血糖素样肽 2（GLP-2）水平。 

结果  1. 本研究共纳入单纯性肥胖儿童 35 例（男 18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 9.86±1.86 岁），对

照组 24 例（男 11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 9.08±2.07 岁），两组性别及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 肥胖组儿童 leptin 和 GLP-2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肥胖组 ANGPTL4 水平较对照

组降低（p>0.05）。 

3. 脂肪因子 GLP2 与 WHR、BMI 和 BMI Z 值呈正相关（p<0.05），与糖脂代谢指标均无相关性

（p>0.05）。Leptin 与 BMI、BMI Z 值、TG、LDL、INS 和 HOMA-IR 呈正相关，与 HDL 呈负相

关（p<0.05）。ANGPTL4 与 BMI、TG 呈负相关（p<0.05）。 

4. TNFα 与 LBP、leptin 呈正相关（p<0.05）；LBP 与 GLP-2 和 leptin 呈正相关（p<0.05）。

GLP-2 与 leptin 呈正相关（p<0.05）。 

  

结论  ANGPTL4 水平随肥胖程度的增加而降低，且与 TG 呈负相关，提示其可能参与脂代谢。

GLP-2 水平随肥胖程度的增加而升高。脂肪因子可能通过炎症途径影响肥胖儿童的糖脂代谢。 

 
 

PU-0256 

TLR4/NF-κB 信号通路在振动运动 

对 ApoE-/- 小鼠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武鹤,刘畅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动脉粥样硬化饮食诱导的 ApoE-/- 小鼠进行振动运动干预，观察振动运动对小鼠动脉粥

样硬化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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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用健康雄性 8 周 ApoE-/-小鼠 32 只，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和动脉粥样硬化饮食组， 8 周

后，正常饮食组的小鼠随机分为两组：正常对照组、正常振动组，AS 组随机分为两组：AS 对照

组、AS 振动组。对 NV 组和 AV 组两组小鼠进行振动干预，振动模式为：频率 15HZ，振幅峰值

2.0mm，时间为 30min/次，1 次/天，6d/周，周期 12 周。动实验结束后，称量各组小鼠体重，酶

法检测血清 HDL 和 LDL 含量，ELISA 方法检测血清 ox-LDL 和 VLDL 含量，通过油红 O 染色、

HE 染色和 Massion 染色观察主动脉粥样斑块表面积、泡沫细胞和胶原纤维。Western Blot 检测主

动脉 TLR4/NF-κB 信号通路中 TLR4、MyD88、NF-κB、IL-1、IL-6 的蛋白半定量表达。 

结果  1、与 NC 组相比，AC 组血清 HDL 明显升高， NV 组 HDL 明显升高， LDL 和 VLDL 明显降

低，与 AC 组相比，AV 组血清 LDL 、VLDL 和 ox-LDL 显著下降。2、与 NC 组相比，AC 组斑块

面积明显增多。与 AC 组相比，AV 组斑块面积减少，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与 NC 组相比，

AC 组斑块内泡沫细胞明显增多，斑块内坏死结晶增多，主动脉内膜明显增厚。NV 组主动脉内膜

较光滑，仅有突起。与 AC 组相比，AV 组斑块内泡沫细胞减少，坏死核心减少。4、与 NC 组相

比，AC 组斑块内胶原纤维减少。NV 组胶原纤维增多。与 AC 组相比，AV 组斑块中胶原纤维增

加。5、与 NC 组相比，AC 组主动脉组织表达 TLR4、MyD88、IL-6 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NV 组 NF-κB 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 AC 组相比，AV 组小鼠主动脉组织表达 

TLR4、NF-κB、MyD88、IL-1、IL-6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01）。 

结论  振动运动可以减少小鼠血清中 LDL、VLDL、ox-LDL 及主动脉斑块面积，振动运动通过抑制

TLR4/NF-κB 信号通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进展。 

 
 

PU-0257 

血清 adropin 水平与肥胖儿童脂质代谢相关性研究 

 
艾转转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肥胖儿童血清 adropin，瘦素，脂多糖结合蛋白（lipopolysaccharide-binding protein，

LBP）水平与脂质代谢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5.5-12.5 岁单纯性肥胖儿童作为肥胖组，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测定

两组对象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 计算腰臀比（WHR）。检测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使用酶联免疫法

（ELISA）测定血清 adropin、瘦素及 LBP 水平。 

结果  共纳入 39 名肥胖儿童（女 18 例，男 21 例，平均年龄 9.70±1.71 岁）和 29 名年龄和性别匹

配的正常体重儿童（女 16 例，男 13 例，平均年龄 8.98±1.98 岁）。与对照组相比，肥胖组患儿

TG、瘦素、LBP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肥胖组血清 HDL-c、adropin 水平显着低于对

照组（p <0.05）。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 adropin 水平与 TC 和 LDL-c 呈负相关（p 

<0.05），血清瘦素水平与 TC 呈正相关（p <0.05）。血清 adropin 水平与瘦素、 LBP 无相关性

（P> 0.05）。 

结论  肥胖儿童血清 adropin 水平降低，LBP 水平升高，并与脂质代谢相关。 目前 adropin 在肥胖

发生发展中的机制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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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8 

早期高脂饮食对 C57BL/6J 小鼠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影响及机制 

 
刘艳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在高脂诱导的肥胖发生过程中，早期外周循环单核细胞的变化特点及机制。 

方法   5 周龄的 C57BL/6J 小鼠，经适应性饲养 1 周后，随机分为两组：高脂饮食（HF）组给予

60%脂肪饲料；正常饮食（Con）组给予 10%脂肪饲料。于相应时间点采集外周循环单核细胞，

APC-CD11b、PE-CD115、Alexa Flour-430-Ly6C 荧光抗体标记单核细胞、单核细胞亚群后，流

式细胞仪检测，同时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3 d 和 15 周时的内脏脂肪组织巨噬细胞表达情况，1 周时

细胞流式分析内脏脂肪组织的 SVF 细胞中巨噬细胞变化情况。 

结果   

高脂饮食可诱导外周血单核细胞一过性减少，15 天最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高脂饮食 1 周肪组织

出现了 M1 巨噬细胞浸润，脂肪组织中 F4/80+CD11b+ CD11c+巨噬细胞（M1M φ ）比例增加，

CCL2mRNA 表达增加，同时 CD11c 在 ly6c-low 单核细胞上表达增加 

结论  高脂饮食诱导下，早期脂肪组织中浸润增加的巨噬细胞与外周循环中的 Ly6C-low 单核细胞

比例增加可能有关，Ly6c-low CD11c+单核细胞可能参与了早期（高脂饮食 1 周）外周血单核细胞

向脂肪组织中巨噬细胞的转化或信号传递 

 
 

PU-0259 

一项随访研究：艾塞那肽对 2 型糖尿病及肥胖患者体质量的影响 

 
刘意,赵林双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探索艾塞那肽对 2 型糖尿病伴肥胖或单纯肥胖症者体质量的影响。 

方法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作者医院内分泌科门诊 2 型糖尿病伴肥胖患者及单纯肥胖症者

112 例，予艾塞那肽（10μg 1 次/天 第 1 周、10μg 2 次/天 第 2 周及以后）治疗。随访测量艾塞那

肽使用前及使用以后每月的体质量、身高、空腹血糖（FPG）、餐后 2h 血糖（2hPG）和心脏彩

超，计算“体质量指数(BMI) =体重(kg)/身高(m)2”，并观察治疗中出现的特殊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1）艾塞那肽降糖呈血糖依赖性，降糖安全、疗效可，肥胖症者可单独应用。97 例 2 型糖

尿病患者艾塞那肽治疗后，FPG 控制在 6mmol/L 左右，2hPG 控制在 9mmol/L 左右，血糖较治疗

前明显改善（P<0.01）。15 例单纯肥胖症者治疗后，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P>0.05）。（2）随着艾塞那肽治疗月数增加，体质量和 BMI 下降程度呈现一定规律，并

未见体质量回升情况。治疗 1 月、2 月、3 月、4~6 月、>7 月后，体质量和 BMI 平均下降 4.68kg

和 1.66kg/m2、5.18kg 和 1.90kg/m2、6.81kg 和 2.43kg/m2、8.66kg 和 3.03kg/m2、15.59kg 和

5.68kg/m2，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体质量变

化与原体质量（r=0.233，P=0.013）、治疗月数（r=0.414，P<0.001）呈正相关；男性比女性下

降更明显（r=0.221，P=0.019）；与年龄、诊断、FPG、PPG、原 BMI 无相关性。BMI 变化与治

疗月数（r=0.432，P<0.001）呈正相关；与年龄、性别、诊断、FPG、PPG、原体质量和原 BMI

无相关性。（4）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治疗月数和原体质量为影响体质量变化的主要因

素，治疗月数为影响 BMI 变化的主要因素。（5）升主动脉增宽、左心房增大和左心室舒张功能减

退是 2 型糖尿病伴肥胖患者或单纯肥胖症者的共同特点。（6）6 例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

者，艾塞那肽治疗后月经来潮、月经周期和量改善。（7）胃肠道反应 1 月左右好转，低血糖反应

1 周至 1 月左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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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艾塞那肽对 2 型糖尿病及肥胖患者体质量降低作用与治疗月数呈现一定规律性。此外，影响

体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治疗月数和原体质量，影响 BMI 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治疗月数。 

 
 

PU-0260 

个体化营养训练有助于患者减重及体重维持的初步研究 

 
万亨,沈洁,李晨钟,李宇婷,符霞军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个体化营养训练对单纯性肥胖患者减重及体重维持的效果。 

方法  2015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来自内分泌代谢科肥胖门诊的 100 例肥胖患者（BMI≥28）随

机分为营养训练组与常规干预组，每组各 50 例。治疗过程分为干预期（3 月）、过渡期（1 月）、

维持期（1 年）。两组均采用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每日热卡＜1200kcal，碳水化合物占比

20%-30%，脂肪占比 35-40%，蛋白质 30-35%）干预 3 月，随后经过 1 个月过渡期，逐渐过渡至

维持期，观察 12 月。维持期采取平衡膳食模式（热卡=25 kcal/kg，碳水化合物 55%-60%，蛋白

质 15-20%，脂肪≤30%）。两组均由专科医师、营养师、护士组成的团队负责干预。常规干预组

由营养师开具营养处方，护士完成宣教及每月 1 次随访，医师负责减重安全。营养训练治疗组干预

期营养师每日三餐即时指导患者饮食，余同常规治疗组。两组患者运动强度、饮食要求及随访频率

一致。两组分别于干预前，维持期开始前，维持期开始后进行饮食习惯评分。 

结果  两组初始饮食习惯评分一致(3.92±1.13 VS 3.88±0.97) (P > 0.05 )。经过干预后，与常规干预

组相比，营养训练组饮食评分升高更明显，维持期开始时（7.81±0.67 VS 7.13±1.22）（P < 

0.01），维持期结束时（7.00±1.11 VS 4.68±1.10）(P < 0.01)。与常规干预组相比，营养训练组完

成整个实验过程人数更多，（48/50 VS 40/50）(P < 0.01)，患者体重下降程度增加，干预期结束

时体重下降百分数（15.0% VS 9.2%）(P < 0.01)，维持期开始时（14.2% VS 8.4%）(P < 0.01)，

维持期结束时体重下降百分数（11.3% VS 2.6%）(P < 0.01)。与常规干预组相比，营养训练组减

重达标（体重下降 5%）人数增加并复重人数减少，干预期结束时(48/48 VS 39/40) (P < 0.01)，维

持期开始时(48/48 VS 39/40) (P < 0.01), 维持期结束时(44/48 VS 8/40) (P < 0.01)。 

结论  个性化营养训练或许可帮助患者进一步减轻体重，并降低患者复重可能。 

 
 

PU-0261 

游离脂肪酸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炎症反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陈玲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1、探讨 FFAs 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2、研究 FFAs 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炎症因子水平释放的影响。3、阐明 FFAs 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通过调控 Toll 样受体 4(Toll-like 

receptors 4, TLR4)信号通路促进炎症因子表达。 

方法  1.试验分组：原生脐静脉内皮细胞。 TLR4 阻断的脐静脉内皮细胞。2.试验方法：不同浓度的

棕榈酸作用于 2 组细胞，采用 CCK-8 检测探讨 FFAs 对 2 组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流式细胞

术观察细胞凋亡的影响。采用 ELISA 检测 2 组细胞炎症因子 IL-6、IL-8、CCL5 和 CXCL10 的表达

情况；采用 qRT-PCR 检测监测 IL-6、IL-8、CCL5 和 CXCL10 mRNA 的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MyD88、NF-κB 和 IKK-β 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 qRT-PCR 检测 MyD88、NF-κB 和 IKK-β 

mRNA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FFAs 能够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和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其作用效应能够被

TLR4 阻断后反转。2、FFAs 能够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多种炎症因子的释放，其作用效应能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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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R4 阻断后反转。3、FFAs 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通过调控 TLR4 信号通路促进炎症因子表

达。   

结论  FFAs 能够通过 TLR4 信号通路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以及

炎症因子 IL-6、IL-8、CCL5 和 CXCL10 的表达。因此 TLR4 可能成为 FFAs 诱导人脐静脉内皮细

胞炎症因子释放和损伤的治疗靶点。 

 
 

PU-0262 

孕激素通过激活 ERK1/2 通路减少 3T3-L1 细胞脂联素的表达 

 
邵一珉 1,乔丽萍 2,邵建华 2,郭晓蕙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目的  动物和人体研究均已证实脂联素的表达水平自孕早期开始明显下降，这可能是引起孕期胰岛

素抵抗、脂代谢异常的原因，然而引起脂联素降低的原因并不明确。孕期激素水平发生巨大的改

变，本研究只在探索孕激素对脂联素表达的影响，及其可能减少脂联素的机制。 

方法  3T3-L1 细胞诱导分化后，分别给予 100ng/ml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和 200nM 孕激素刺激 14 小时，这两种激素水平均在小鼠妊娠早期开始升高，对照组

给予 100nM 无水乙醇刺激 14 小时。并且进行浓度梯度和时间梯度实验，分别为 100nM，

200nM，400nM，600nM 和 800nM 的孕激素刺激 3T3-L1 细胞 14 小时；用 200nM 孕激素刺激细

胞 4 小时、6 小时、8 小时、10 小时和 14 小时，观察孕激素对 3T3-L1 细胞脂联素的影响。然后收

集细胞，提取总蛋白，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3T3-L1 细胞的脂联素表达，并进一步检测

ERK1/2 通路蛋白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用 200nM 孕激素刺激 3T3-L1 细胞 14 小时后，其脂联素的蛋白水平明显减

少（p=0.037）,但 IGF-1 组细胞脂联素蛋白表达增加（p=0.015）。当用不同浓度的孕激素刺激

3T3-L1 细胞 14 小时时，我们发现随着孕激素浓度的增加，脂联素蛋白水平逐渐下降，200nM 孕

激素刺激时治疗组脂联素蛋白水平较对照组水平显著下降，脂联素水平在 600nM 孕激素组达最低

点（p＜0.05＝，在 800nM 组比 600nM 组稍高。孕激素对 3T3-L1 细胞脂联素的影响随刺激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刺激 4 小时后，脂联素水平较对照组增加（p=0.078）；8 小时后，脂联素水平开

始降低；14 小时后脂联素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7）。我们进一步发现，与对照组相比，

孕激素可以降低 C/EBPα 并伴随 p-ERK1/2 蛋白水平较对照组增加 1.64 倍（p<0.05）。 

结论  孕激素可以减少 3T3-L1 细胞脂联素水平，ERK1/2 可能为潜在作用靶点。 

 
 

PU-0263 

奥利司他有益于内脏脂肪减少及预防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刘玉萍 1,涂逸淳 2 

1.厦门长庚医院 

2.厦门家康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卡路里控制联合医疗干预“奥利司他”对超重或肥胖成年人体脂分布和血

清血脂及胆固醇水平两个月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于 2016.0910-2017.0830 期间在厦门长庚医院就诊，符合 WHO 标准诊断为超重或

肥胖的成人超重或肥胖者 64 例，年龄 18〜62 岁。采用人体组成分析仪和检测血脂和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来评估药物和非药物之间的差异。 

结果  与非药物干预组比较，2 个月时体重指数，体重指数，体脂百分比，内脏脂肪含量，皮下脂

肪含量，瘦体重均显着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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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药物组的内脏脂肪量，皮下脂肪量和总脂肪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21 和 0.851。然而，内脏脂

肪量，皮下脂肪量和总脂肪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04 和 0.945，内脏脂肪与皮下脂肪和总脂肪的

下降有很强的正相关。评估血脂和胆固醇代谢指标发现，血清甘油三酯的统计，成人无用药和用药

者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11.1,49％，部分缓解率为 16.7％，22.4％，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统计，成人

未服用而药物治疗的患者完全缓解率为 50％，59.2％，部分缓解率为 33.3％，16.1％，服用药物

的患者 100％会有油，28.6％的患者服用腹痛后，表明药物可能会人会引起腹痛。 

结论  我们发现奥利司他对超重或肥胖患者的内脏脂肪具有较好的降脂作用，同时降低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以预防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并且安全。 

 
 

PU-0264 

肝脏瞬时成像检测 2 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患者程度分析 

 
刘玉萍 1,涂逸淳 2 

1.厦门长庚医院 

2.厦门家康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主要是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与非酒精性脂肪肝产生胰岛素抵抗密切相

关。随着目前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人们缺乏体力活动，热量摄入又大于消耗热量，使其在国内出现

流行趋势，事实上，在国外研究非酒精性脂肪肝会增加 2 型糖尿病的风险，然而 2 者之间的关联性

在临床上未受到医师重视，事实上若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经由体重控制，可以治愈，并可以预防 2

型糖尿病的发生。本研究在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联性，经由肝脏弹性瞬时成像

技术评估其脂肪含量及代谢相关肝脏应激损伤，可为临床上提高医师的重视程度。但由于本研究无

追踪其病患，为观察性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需要更多的病例对照研究来予以

证实。 

方法  收集 2018 年 3 月到 2018 年 5 月于厦门长庚医院医学减重门诊的 113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资

料，安排肝脏瞬时弹性成像技术检测的受控衰减参数（CAP）及 E 值，观察其与 BMI，年龄，性

别，HBA1C 之间的关系。统计方法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

（`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SNK-q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c2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般资料 共调查 113 例样本，其中男 78 例，占 69%，女 35 例，占 31%。年龄 24-69 岁，

平均 46.41±10.07 岁；CAP 水平 266.21±47.52；E 水平 5.50±2.46；BMI 水平 25.93±3.19；

HBA1C 水平 9.25±8.41。 

结论  我国超重和肥胖形式严峻，应予以重视，因肥胖引起胰岛素抵抗状态，最终发生 2 型糖尿

病，我们研究发现年龄和 BMI 指数呈负相关。且 BMI 和 CAP 与 E 的水平正相关，或可通过降低体

重来改善 CAP 和 E 水平，最终发现只要减少体重即可达到预防和治疗肝脂肪变和纤维化的目的。 

 
 

PU-0265 

MiR-361-5p 通过抑制 Sirt1 基因表达促进肝脏脂肪沉积 

 
章志建,徐浣白,顾鸣宇,彭永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肥胖和很多代谢异常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高血糖、高血脂、

高尿酸等，然而我们对其内在机制仍知之甚少。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在代谢异常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成为了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最近的研究发现 Micro-RNA 介导的基因沉默在肝脏甘油三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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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代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miR-361-5p 位于 X 染色体，过去的研究表明其在抑制肿瘤生长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我们的目前的研究旨在探讨 miR-361-5p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肥胖小鼠和肥胖病人肝脏组织的 miR-361-5p 表达水平通过实时定量 PCR 方法测定，进一步

我们构建质粒完成了腺病毒包装，并通过尾静脉注射病毒进行了肝脏组织 miR-361-5p 过表达和表

达抑制试验，然后通过氯仿甲醇法抽提肝脏甘油三酯进行了含量测定，基因谱表达也通过实时定量

PCR 方法测定，此外还使用 Western 免疫蛋白印迹技术进行了蛋白定量。 

结果  我们研究发现高脂喂养和瘦素受体缺陷的 db/db 两种肥胖的小鼠模型和 NAFLD 患者的肝脏

中 miR-361-5p 表达水平都出现了上升。过表达 miR-361-5p 可引起正常体重的 C57BL/6 小鼠脂肪

肝。抑制肥胖的 db/db 小鼠 miR-361-5p 表达可改善其肝脏甘油三酯沉积和全身胰岛素敏感性。从

机制上，我们确定了 Sirt1 是 miR-361-5p 的一个靶基因，而 Sirt1 的重新表达可大幅抵消 miR-361-

5p 的在代谢上的作用。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 miR-361-5p 在调节肝脏甘油三酯代谢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为脂肪肝

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潜在治疗靶点。 

 
 

PU-0266 

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 

与体重指数及体成分的相关性分析 

 
马文杰 1,何兰杰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分院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分析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水平与体

重指数及体成分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8193 名正常人群，测量身高、体重、测定甲状腺功能、体成分。 

结果  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女性人群中，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脂肪量、脂肪百

分比随 TSH 的上升而上升；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男性人群，随着 TSH 的升高，体重指数、脂肪

量、脂肪百分比也呈上升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中，促甲状腺激素可能对体重及体成分发挥一定调节作用，女性可

能对 TSH 的这一作用更为敏感。 

 
 

PU-0267 

天津市大港油田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病因及其危害研究 

 
高飞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调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城区及邻近村、镇儿童青少年体重分布情况，尤其是超重、肥胖儿童比

例；探究天津市油田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病因；分析超重、肥胖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影响；研究超重、肥胖儿童青少年患代谢性疾病 

方法  本研究采用一般体格检查与调查问卷结合的方式，对天津市大港油田城区及邻近村、镇中小

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所有被测人员相关信息，包括姓名、年龄、身高（m）、体重（kg）等均

准确记录，并计算体重指数（BMI）。为保证测量准确性，现场测量两次后取平均值记录。通过询

问病史，排除患有甲状腺功能障碍、糖尿病、垂体功能障碍等代谢性疾病的儿童青少年及近期受到

应激事件影响的儿童青少年，最终得到有效记录人数为 3944 人，其中男性 2483 人，女性 1461

人。根据《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将被调查学生人群分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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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超重及肥胖组。此外，其中 354 人经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接受血液生化指标检测，141 人接

受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124 人接受血压监测。 

结果  1. 调查显示，天津市大港油田地区中小学儿童青少年超重率达 18.46%，肥胖率达 18.76%，

已超过天津平均水平；其中男生超重率 21.00%、肥胖率 22.02%；女生超重率 15.01%、肥胖率

14.31%，男生超重肥胖率高于女生。2. 分析结果显示，出生体重高低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

险直接相关；家族遗传因素加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高脂饮食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

险呈正相关关系；充足的运动与睡眠时间可以降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家长控制孩子饮食

行为可降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 

结论  1.天津市大港油田地区中小学儿童青少年体重超重、肥胖的比例升高，已超过天津市平均水

平；2. 该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其出生体重、家族遗传因素和饮食结构有关，保证充足的运

动及睡眠时间并联合家长监督管理的方式可有效降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 

 
 

PU-0268 

表型正常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致肢体抽搐 1 例 

 
魏伟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提高对表型正常的假性甲旁减这种罕见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并分析本院 1 例表型正常的假性甲旁减患者的临床特征。 

结果  该患者检验提示为低钙、高磷等甲旁减的表现，但 PTH 升高，不伴有 Albright 遗传性骨营养

不良症(AHO)畸形。 

结论  PHP 大部分伴有 AHO 畸形，表型正常的较罕见，可通过血钙、磷及 PTH 等相关检查诊断该

病，但疾病分型需通过基因检测。 

 
 

PU-0269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合并妊娠误诊为妊娠剧吐一例报告 

 
李雪松,范晓方,何颖颖,郭子宜,沈春芳,张宁,范玉娟,宋玉萍,任风东,张钰,杨架林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目的  甲旁亢合并妊娠时，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如乏力、厌食、多尿、恶心呕吐及虚脱、神

志改变等一系列胃肠道、神经系统改变，如未能发现和治疗，甲旁亢导致的高钙血症又可以诱发自

然流产、死胎、新生儿手足抽搐等。由于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与消化道疾病或神经系统、

肾脏疾病混淆,加之发病率低,且血钙检测一般不作为急诊常规血液生化检查项目,因此高钙血症及甲

状旁腺功能亢进很容易误诊、漏诊而危及患者生命。 

方法  现对本科收治的一例以恶心呕吐为首发症状的妊娠妇女，首诊为“妊娠剧吐”，第二次就诊因

“稽留流产”入院刮宫，直至第三次就诊以“恶心呕吐查因”入院治疗，住院期间发生甲状旁腺危象, 后

经手术和病理证实为“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腺旁腺危象，甲状旁腺腺瘤”的患者进行病例

报告，总结经验教训。 

结果  甲状旁腺腺瘤合并妊娠发病率低，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极易误诊。但如仔细分析病史，仍能

发现异常情况。一般妊娠剧吐不会出现发热和头痛，而且恶心呕吐在孕 9 周后逐渐减轻，经过 2-

3d 补液后恶心呕吐症状能缓解。而本例患者发病之初即有头痛，孕 9 周后仍有逐渐加重的恶心呕

吐，补液后无改善，与典型的妊娠剧吐不符合。胎儿通过胎盘屏障与母体的血钙达到动态平衡，孕

妇血钙超过 2.86mmol/l 时，有 50%死胎的风险，而如果血钙超过 3.24mmol/l 时，死胎风险高达

85%。然而血钙不是产科门诊常规检查项目，患者第一次就诊时未检查血钙。第二次就诊时，患者

经 B 超检查发现死胎，行刮宫术后，仍有恶心呕吐头痛症状，并且出现高血压，给予钙离子拮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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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血压恢复正常。但是，临床医师仍未能进一步寻找恶心呕吐及头痛的原因。直至患者第三次因持

续性恶心呕吐和头痛就诊 

结论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合并妊娠发病率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早期诊断存在困难。但甲状旁

腺功能亢进导致的高钙血症，可以诱发胰腺炎、高血压、子痫、死胎、新生儿手足抽搐等危及母婴

生命。如果孕妇消化道症状经过常规治疗无缓解，且存在腰背酸痛、肾结石、嗜睡等症状，需警惕

有无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而血钙和甲状旁腺 B 超是非常简单易行的检查手段。 

 
 

PU-0270 

乌鲁木齐社区维、汉居民高 PTH 血症的调查 

 
王新玲,张凯迪,郭艳英,张洁,罗蕴之,陈园,赵红丽,努荣古丽·买买提 ,袁欣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了解乌鲁木齐社区维、汉常住居民高 PTH 血症检出情况，并分析与钙磷等代谢指标的相

关性。 

方法  根据 2013 年 5 月乌鲁木齐天山区两个维、汉混居社区常住居民关于甲状腺疾病的流行病学

调查资料，经筛选共纳入 1473 例维、汉社区居民,年龄在 18-84 岁。其中维吾尔族 629 例[男/女：

174/455 ， 平 均 年 龄 （ 44.02±13.04 ） 岁 ] ， 汉 族 844 例 [ 男 / 女 ： 264/580 ， 平 均 年 龄

（ 49.29±15.20）岁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甲状旁腺激素（ PTH ）、 25-羟维生素

D[25(OH)D] ，检测血钙（Ca）、血磷（P）、血镁(Mg)、白蛋白、肌酐（Cr）水平，测量身高、

体重，并计算体重指数，按照血清 25(OH)D 水平分为维生素 D 缺乏组 ( ＜ 20 ng /mL) 、不足组 

( ≥ 20 、＜30 ng /mL) 和充足组 ( ≥30 ng /mL) ；根据 PTH 水平分为 ＜ 65pg /mL 组和≥ 65 pg /mL

组，并进行民族间钙磷等代谢指标的比较。 

结果  1.该社区人群高 PTH 血症检出率为 12.22%，女性高于男性（女/男：13.82% vs 8.45%，

c2=8.270 P =0.004 ）。按民族分组后，维吾尔族高 PTH 检出率高于汉族（维 / 汉：

19.87% vs 6.52%，c2=59.937  P ＜0.001）。2.按维生素 D 水平分组，维吾尔族维生素 D 充足、

不足、缺乏分别为 21 例(3.34%)、57 例(9.06%)、551 例(87.60%)，汉族分别为 88 例(10.43 %)、

253 例(29.98%)、503 例(59.60%)，维吾尔族 25(OH)D 缺乏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汉(c2=138.844，

P ＜ 0.001），且维生素 D 缺乏的检出率在维吾尔族女性中更高(91.43%)。3.在维生素 D 缺乏组，

高 PTH 血症检出率明显升高，且维吾尔族高于汉族 ( 维 / 汉： 22.14% vs 6.56 % ，

c2=50.893  P ＜  0.001)，进一步性别分层后，维吾尔族女性高 PTH 血症检出率明显升高

(34.63%)。血清 PTH 与 25(OH)D 呈负相关（r = -0.251，P ＜ 0.001）。 

结论  初步得出社区居民高 PTH 血症的检出率；社区人群 25(OH)D 缺乏情况较为普遍，社区人群

血清 PTH 水平及高 PTH 血症检出率存在民族差异，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维生素 D 缺乏。 

 
 

PU-0271 

乌鲁木齐社区居民高 PTH 血症的调查 

 
王新玲,张凯迪,郭艳英,张洁,罗蕴之,陈园,赵红丽,努荣古丽·买买提 ,袁欣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了解乌鲁木齐社区维、汉常住居民高 PTH 血症检出情况，并分析与钙磷等代谢指标的相

关性。 

方法  根据 2013 年 5 月乌鲁木齐天山区两个维、汉混居社区常住居民关于甲状腺疾病的流行病学

调查资料，经筛选共纳入 1473 例维、汉社区居民,年龄在 18-84 岁。其中维吾尔族 629 例[男/女：

174/455 ， 平 均 年 龄 （ 44.02±13.04 ） 岁 ] ， 汉 族 844 例 [ 男 / 女 ： 264/580 ， 平 均 年 龄

（ 49.29±15.20）岁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甲状旁腺激素（ PTH ）、 25-羟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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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OH)D] ，检测血钙（Ca）、血磷（P）、血镁(Mg)、白蛋白、肌酐（Cr）水平，测量身高、

体重，并计算体重指数，按照血清 25(OH)D 水平分为维生素 D 缺乏组 ( ＜20 ng /mL) 、不足组 

( ≥20 、＜30 ng /mL) 和充足组 ( ≥30 ng /mL) ；根据血 PTH 水平分为 ＜ 65pg /mL 组和≥ 65 pg 

/mL 组（高 PTH 血症组），并进行民族间钙磷等代谢指标的比较。 

结果  1.该社区人群高 PTH 血症检出率为 12.22%，女性高于男性（女/男：13.82% vs 8.45%，

c2=8.270 P =0.004）。按民族分组后，维吾尔族高 PTH 检出率高于汉族（维/汉：19.87% vs 

6.52%，c2=59.937 P ＜0.001）。2.按维生素 D 水平分组，维吾尔族维生素 D 充足、不足、缺乏

分别为 21 例(3.34%)、57 例(9.06%)、551 例(87.60%)，汉族分别为 88 例(10.43 %)、253 例

(29.98%)、503 例(59.60%)，维吾尔族 25(OH)D 缺乏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汉(c2=138.844，P＜

0.001），且维生素 D 缺乏的检出率在维吾尔族女性中更高(91.43%)。3.在维生素 D 缺乏组，高

PTH 血症检出率明显升高，且维吾尔族高于汉族(维/汉：22.14% vs 6.56 %，c2=50.893 P ＜ 

0.001)，进一步性别分层后，维吾尔族女性高 PTH 血症检出率明显升高(34.63%)。血清 PTH 与

25(OH)D 呈负相关（r = -0.251，P ＜ 0.001）。 

结论  初步得出社区居民高 PTH 血症的检出率；社区人群 25(OH)D 缺乏情况较为普遍，社区人群

血清 PTH 水平及高 PTH 血症检出率存在民族差异，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维生素 D 缺乏。  

 
 

PU-0272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合并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特点分析 

 
赵一品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合并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我院内分泌科诊断为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合并冠心病的患者 38 例(合并组)，选取同期于我院心内科诊断为初发冠心病患者 220 例作为对照

组（对照组）。详细记录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特征、生化检测结果、超声心动图结果、冠脉造影结果

等，并对两组患者的资料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间性别、年龄、糖尿病史、高血压史、吸烟史、BMI、LVEF、UA、CR、血糖、

TC、TG、HDL-C、LDL-C 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合并组患者冠脉病变程度较对

照组更加严重(P<0.05)，出现多支病变的较对照组多(P<0.05)，但两组患者在病变血管之间无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合并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呈现更为严重的特点 

 
 

PU-0273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并前列腺癌一例报告 

 
朱凌云,朱余蓉,孙侃,尹亮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并前列腺癌的诊治过程。  

方法  患者，男性，78 岁，有前列腺癌病史 1 年，行双侧睾丸切除，前列腺局部有转移，未行手术

治疗，应用内分泌治疗。因“腹泻腹胀半月”入院，高血钙病史 2 年，间断皮下注射密钙息 100IU5

天停用，未用其他药物。血钙：3.3mmol/l, 血磷：0.61nnol/l, 24h 尿钙 212mg，25 羟维生素

D:37.05mol/l(75-300) ,甲状旁腺激素：194.6-262.9pg/ml(15-65), 24h 尿钙：212mg。甲状旁腺扫

描：双侧甲状旁腺增生或者腺瘤形成，以左侧为著。入院后给予补液扩容利尿，密钙息 100IUq8h

皮下注射。患者家属拒绝手术，自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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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诊断“原发性甲状旁腺亢进并前列腺腺癌”，血钙在 2.5-2.7mmol/l 。  

结论  一例既有原发性甲旁亢又有前列腺癌，习惯用一元论解释病情，但是临床工作中会有特例。

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PU-0274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一例报告 

 
马天水,朱凌云,孙侃,常向云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的诊治过程。  

方法  患者，女，33 岁，因“间断四肢麻木、抽搐 14 年，加重半年余”入院。间断应用葡萄糖酸钙静

点症状改善，近半年症状加重。个人史：已婚，月经规律，育有一子，体健。家族史（-)。查体：

四测正常。158cm，70kg，BMI：28.040kg/m2，神志清，智力正常。脸圆、第四掌骨短，束臂加

压试验（ +）。辅助检查：血钾： 3.48mmol/l，钙 1.59-1.62mmol/L（ 2.11-2.52），血磷

1.69mmol/l（0.85-1.51），血镁：0.66mmol/l，25OHD3：7.88nmol/L（75-300）。PTH:95.87-

134.9pg/mL。ACTH,皮质醇节律正常。甲功七项：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体抗体 253.30IU/mL。骨

盆+胸腰椎平片：1、骨盆（-），2、胸 8、12-腰 2 椎体轻度压缩性改变。头颅 CT：双侧基底节区

见对称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弹性 B 超提示:1.甲状腺弥漫性病变-考虑桥本氏甲状腺炎。2.甲状

腺左侧叶异常无回声，TI-RADS-US 分类：2 类,为桥本氏甲状腺炎。眼科会诊：代谢性白内障。治

疗：5%葡萄糖 500ml+10%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50ml 缓慢持续静点，罗盖全 0.25ug tid po、钙尔奇

0.6g bid po，一周后复查血钙在 2.0mmol/L，24h 尿钙 74.8mg。25OHD3 26.18nmol/L。

PTH:127.80pg/mL。 

结果  诊断“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I 型、代谢性白内障，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症、自身免疫性甲状

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临床症状缓解，血钙正常。 

结论  完善基因检测有助于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的分型，同时需要评估其他腺体功能。 

 
 

PU-0275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 

脾静脉栓塞及门静脉海绵样变一例 

 
马天水,朱凌云,张砚,孙侃,常向云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罕见一例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脾静脉栓塞及门静脉海绵样变。 

方法  患者，男性，35 岁，因“双手麻木 1 年余，腹痛、反酸、消瘦 2 月，腹泻 2 天”入院。该患者

近 1 年感双手麻木，提重物时明显，休息后可缓解，无抽搐。近 2 月感腹痛、反酸、体重下降

10Kg。胃镜提示十二指肠溃疡（S 期），食管静脉显露。2 天前腹泻为稀水样便，7-8 次/日。门诊

血 Ca：1.20mmol/L（2.11-2.52），K3.20mmol/L。血气分析：游离钙 Ca0.44mmol/L（1.15-

1.33）。PTH18.33pg/ml（15-65）。个人史及家族史（-）。入院后给予缓慢静点葡萄糖酸钙 10

克，罗盖全 0.25ug bid po，钙尔奇 0.6g tid po，门冬酸钾镁片 300mg bid po。治疗后复查：

Ca2.04mmol/L，Mg0.55mmol/L，P1.72mmol/L。PTH8.27pg/mL。25OHD3:12.80nmol/L（75-

300）。抗肝抗原抗体九项：M2-3E 可疑阳性，余项阴性。PPD18mm，三对半，肿瘤六项，布氏

杆菌凝集试验，自身免疫抗体 7 项、免疫球蛋白 6 项、ANA 未见明显异常。头颅 CT 及眼底检查未

见异常钙化。眼科会诊无 K-F 环。腹部 B 超 1、门静脉扩张（门静脉内径 1.9cm），第一肝门区血

管迂曲-考虑：门静脉系异常 上腹部、下腹部异常团状迂曲血管回声-考虑：脾静脉畸形，建议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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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检查 2、下腔静脉肝段内径小-狭窄不除外 3、胆囊壁增厚，毛糙 4、脾大 脾静脉扩张迂曲（考

虑：畸形，走行异常）。肺 CT:双侧少量胸腔积液，陈旧性肺结核。上腹部增强 CT：肝损害、肝

硬化早期。门静脉及主分支、肠系膜上静脉、脾门静脉侧枝循环建立、相应静脉增粗聚集。脾肿

大。巨脾。胸腹腔较多异位钙化。肝穿刺活检：自身免疫性肝炎。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增生活

跃，粒系比例增高占 74.5%，红系占 15%，细胞内铁缺乏，全片巨核细胞可见。血管造影：1.门静

脉海绵样变性.2.脾大.3.脾静脉异位引流。 

结果  诊断：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低钙血症（重度）、维生素 D 缺乏症、门静脉海绵样变、门静

脉高压、肝纤维化、脾大（巨脾）、自身免疫性肝炎。 

结论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脾静脉栓塞及门静脉海绵样变较为罕见，无头颅及

晶状体异位钙化。 

 
 

PU-0276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1 例病例报道 

 
朱余蓉,朱凌云,常向云,孙侃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一例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诊治过程。 

方法  40 岁，女性，以“间断心慌、气短 10 年，加重 1 月”为主诉于 2016 年 6 月入住我院心内科，

患者因上述不适症状曾多次就诊多家医院，行 BNP、动态心电图、高频心电图、动态血压、运动

平板、冠脉 CT 等专科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仅心脏彩超提示：左室增大，故不考虑器质性心脏疾

病，此次入院常规查生化示血钙 2.79mmol/L,血磷 0.73mmol/L,PTH：233.60pg/mL,甲状腺彩超：

甲状腺双侧叶内异常回声，甲状腺左侧叶背侧位异常回声（考虑甲状旁腺腺瘤或增生），联系我科

医师会诊后转入我科治疗，复查血钙 2.86mmol/L, 血磷 0.71mmol/L PTH:210.76pg//mL,24 小时尿

钙 24.90mmol/24h，25（OH）D3:16.45nmol/L,肝功、肾功、血清免疫固定蛋白电泳、血清蛋白电

泳、生长激素、IGF-1、ACTH、皮质醇节律、甲状腺激素、性激素 6 项、OGTT、胰岛素、C 肽释

放试验、肿瘤标志物、尿本周氏蛋白未见异常，双能量 X 线骨密度：骨质疏松，泌尿系彩超示左肾

多发结石，甲状旁腺彩超：甲状腺组织内回声不均匀，甲状腺右侧叶中部不均质低回声（实性），

甲状腺左侧叶下级背侧低回声，考虑甲状旁腺瘤，甲状旁腺锝核素扫描：甲状旁腺瘤（左下），胸

腰椎、骨盆、头颅、双手 X 片、胰腺 CT、垂体 MRI、电子胃镜、肠镜未见异常，结合患者临床表

现及实验室检查，诊断为“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甲状旁腺腺瘤”，予以降低血钙维持血钙稳

定后转入外科行手术治疗。 

结果  本例患者行甲状旁腺腺瘤（左下）切除术，术后病检：符合甲状旁腺腺瘤，患者术后恢复良

好，复查 PTH：20.28 pg//mL，血钙 2.0mmol/L。 

结论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起病缓慢，有以屡发肾结石而发现，有以骨痛为主要临床表现

的，有以血钙过高而呈神经症症群起病者，有以多发内分泌腺瘤而发现者，也有始终无症状者。本

例患者以心慌、气短等心血管系统表现为主要症状，易被漏诊，特别是在血钙正常或轻度异常时极

易漏诊，所以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63 

 

PU-0277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1 例病例报道 

 
朱余蓉,朱凌云,常向云,孙侃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一例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诊治过程。 

方法  76 岁，女性，患者因心悸、气短半月于 2017 年 10 月 22 日在我院心内科住院，查肾功电解

质：钙 3.51mmol/L,磷 0.67mmol/L,心脏彩超示：左室增厚、左室流出道狭窄、二尖瓣少量返流，

诊断为“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家属故至外院进一步治疗心脏疾病，查 PTH：31.73pmol/L,血

钙 3.75mmol/L,血磷 0.54mmol/L,25(OH)D3:19.97nmol/L，血清骨钙素 77.13ng/ml,24h 尿钙

16.7mmol/24h，甲状旁腺彩超示左侧甲状旁腺实性占位（性质待定），右侧甲状旁腺未见明显占

位灶，甲状旁腺核素扫描：甲状腺左叶上级放射性浓聚灶，结合病史，多考虑为功能亢进的甲状旁

腺组织，诊断为“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甲状旁腺腺瘤”，患者家属考虑手术风险大暂不愿行手术治

疗，予以降低血钙处理后出院。2017 年 11 月 9 日患者因高钙入住我科，查血钙 3.2mmol/L,血磷

0.86mmol/L,血气分析：PH7.461,游离钙 1.15mmol/L,PTH：537.50pg/mL,甲状旁腺彩超：甲状腺

双侧叶弥漫性病变并多发异常回声（TI-RADS 分类 3 类）、甲状腺右侧叶异常低回声伴钙化（TI-

RADS 分类 4a 类）、甲状腺右侧叶下级后方实性结节（考虑：甲状旁腺腺瘤 TI-RADS 分类 4a

类）、甲状腺左侧叶中下级后方实性结节（考虑：甲状旁腺腺瘤 TI-RADS 分类 4a 类）、甲状腺左

侧叶下级后下方实性结节（TI-RADS 分类 4a 类不除外甲状旁腺腺瘤），肝功、肾功、血清免疫固

定蛋白电泳、血清蛋白电泳、生长激素、IGF-1、ACTH、皮质醇节律、甲状腺激素、性激素 6

项、肿瘤标志物、尿本周氏蛋白未见异常，诊断“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甲状旁腺腺瘤”明

确，予以降低血钙，血钙维持在 2.8-2.9 mmol/L，经 MDT 会诊转入外科行手术治疗。 

结果  本例患者行左侧甲状旁腺腺瘤切除术，术后病检：（左上）符合甲状旁腺腺瘤，患者术后恢

复良好，复查 PTH：47.13 pg//mL，血钙 2.28mmol/L。 

结论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起病缓慢，临床表现多样，本例患者因心悸、气短等心血管系统

表现两次就诊心内科，但均未得到根治性治疗，所以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 

 
 

PU-0278 

10 例高钙危象患者临床特点和误诊误治分析 

 
刘靖芳,常彦升,汤旭磊,成建国,傅松波,马丽华,王岩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 10 例高钙危象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过，提高临床医生对高钙危象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9 月-2017 年 8 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 10 例高钙危象患者的病史、

实验室检查及诊治经过。 

结果  10 例患者中 8 例确诊为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血钙水平 3.73-5.28 mmol/L；24h 尿钙 17.12-

35.2mmol/24h；其中 6 例患者血磷偏低 0.57-0.92 mmol/L，2 例血磷 1.23-1.47mmol/L。8 例患者

甲状旁腺激素 418.0-2500.0pg/mL。经病理检查 3 例确诊为甲状旁腺腺瘤，2 例为甲状旁腺腺癌，

5 例患者经手术后血钙、甲状旁腺激素逐渐恢复正常；另外 3 例患者因难以纠正的高钙血症，以及

合并脑梗塞、肾功能不全等多脏器功能障碍，自行放弃治疗。10 例患者中另外 2 例确诊为肺癌骨

转移引起的高钙危象，血钙水平 3.97-4.86 mmol/L；血磷 1.06-1.10 mmol/L；碱性磷酸酶水平

131.0-146.0 U /L；1 例全段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为 39.6 pg/mL。10 例患者中 3 例因恶心、呕吐、腹

痛等症状误诊为慢性胃炎、胆汁反流；1 例患者因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误诊为单纯结石性胆囊

炎并行手术治疗；1 例因肢体无力在神经内科多次就诊；1 例因多发泌尿系结石在泌尿外科多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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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1 例因口干、多饮、多尿误诊为尿崩症。2 例肺癌骨转移患者初次就诊时均

未关注血钙水平的变化。 

结论  高钙危象临床表现复杂，缺乏特异性，注重临床上血钙、血磷及甲状旁腺激素水平的检测，

可以减少该病的误诊漏诊。 

 
 

PU-0280 

超声引导下甲状旁腺细针穿刺甲状旁腺激素测定 

及细胞学验证在甲状旁腺腺瘤精准诊断中的应用 

 
田永峰,郑宏庭,肖瑾秋,杨静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探索超声引导下甲状旁腺细针穿刺物甲状旁腺激素测定及细胞学验证在甲状旁腺腺瘤精准诊

断中的应用。 

方法  超声引导下用 22G 细针穿刺甲状旁腺腺瘤，对细针穿刺抽吸物分别制备细胞学涂片和洗脱

液，同步采取外周静脉血，将洗脱液和血液标本送检验科行甲状旁腺激素半定量测定，细胞学涂片

送病理科检查。 

结果  从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五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者中行超声引导下甲

状旁腺细针穿刺甲状旁腺激素测定及细胞学验证检查。细针穿刺取材均获成功, 细胞学检查均发现

有细胞存在, 无术中和术后并发症。五位患者甲状旁腺穿刺物洗脱液对比外周血甲状旁腺激素测定

分别 为：（ 305.00pg/mL vs 114.00pg/mL ） , （ 2545.90pg/mL vs 1727.90pg/mL ） , （ ＞

3000.00pg/mL vs ＞3000.00pg/mL），（775.40pg/mL vs 237.60pg/mL），（＞3000.00pg/mL 

vs ＞1985.60pg/mL）。五位患者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提示均提示甲状旁腺腺瘤。术后复查外周

血 甲 状 旁 腺 激 素 分 别 为 ： （ 58.20pg/mL ， 13.20pg/mL ， 90.20pg/mL ， 71.10pg/mL ，

76.20pg/mL）。术后 6 个月复查外周血甲状旁腺激素分别为：（107.10pg/mL，78.60pg/mL，

156.50pg/mL，133.90pg/mL，142.60pg/mL）。 

结论  超声引导下甲状旁腺细针穿刺甲状旁腺激素测定及细胞学验证与超声、核素显像等影像检查

上甲状旁腺腺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初步证实该技术在甲状旁腺腺瘤精准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PU-0281 

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 

在原发性甲状旁腺腺瘤治疗中的临床观察 

 
田永峰,郑宏庭,肖瑾秋,杨静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探索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治疗原发性甲状旁腺腺瘤的临床方案与疗效。 

方法  对 2 例原发性甲状旁腺腺瘤患者进行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观察患者消融区超声影像的

变化，对比术前、术后患者临床表现及甲状旁腺激素和血钙水平的改善情况，评估治疗的安全性与

有效性。 

结果  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 2 例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者行超声引导下

经皮微波消融治疗，随访 1 年。2 例患者均消融成功，超声造影示消融区无明显造剂灌注，提示瘤

体已丧失血供。２例患者围手术期未出现颈部皮下及针道出血，未出现声音嘶哑、吞咽困难、饮水

呛咳、呼吸困难等表现，术后观察无甲状旁腺功能减退表现。其中 1 例重症患者术后第２天皮肤瘙

痒、骨痛、呕吐等症状明显改善。术前、术后及 1 年随访时生化指标变化情况：病例 1：

Ca(3.1VS1.36VS1.79),P(0.67VS0.47VS1.22),PTH(>3000VS90.2vs347) ； 病 例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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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2.53VS2.21VS2.24),P(0.6VS0.9VS0.88),PTH(777.1VS31.8vs130.4)。消融区质地消融厚明显

变硬，此后逐渐变软，体积逐渐缩小。消融后血清 PTH 快速降低，随访过程中有反跳现象。 

结论  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治疗甲状旁腺良性结节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外科治疗手段微创化的

最新体现，治疗过程精细、准确，安全省时，病灶灭活彻底，坏死物吸收良好，可迅速降低

PTH，具有急救价值。术后随访发现 PTH 有反跳现象，需长期随访观察。 

 
 

PU-0282 

以癫痫样发作为首发表现的甲状旁腺 功能减退症临床分析 

 
黄露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以癫痫样发作为首发表现的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Hypoparathyroidism，简称甲旁

减）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其临床特点、诊治进展，减少误诊及漏诊。 

方法  收集 2003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以癫痫样发作为首发表

现的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的临床资料。包括病例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方案的资

料并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以癫痫样发作为首发表现的甲旁减患者 7 例，女 6 例，男 1 例，其中特发性甲旁减 5 例，

假性甲旁减 2 例，病程 1 个月至 19 年，发病年龄（34±14.17）岁。2.临床表现：7 例患者均以癫

痫大发作为首发表现，手足抽搐 6 例；记忆力减退 2 例；手足、口周麻木 1 例；皮肤改变 1 例；7

例均无圆脸、颈短、矮身材、各掌趾骨畸形等 AHO 征；面神经叩击征阳性 7 例，束臂加压征阳性

6 例；神经系统查体无异常。3.实验室检查：7 例均表现低钙高磷、低 24h 尿钙，7 例血钙

（1.08～1.62）mmol/L、血磷（1.84-3.05）mmol/L、24h 尿钙（0.43-2.09）mmol/24h；2 例

PTH 增高（383.68-822.9）pg/ml，2 例 PTH 正常（10.31-63.75）pg/ml，3 例 PTH 降低（＜0.0-

3.76）pg/ml；5 例 24h 尿磷降低（0.75-8.09）mmol/24h，2 例 24h 尿磷正常（11.74-31.3）

mmol/24h。7 例血镁、ALP、肌酐均正常。4.6 例行头颅 CT 检查，均见双侧多发对称性颅内钙

化，病灶分布部位：基底节钙化 6 例，额叶钙化 2 例，小脑半球钙化 2 例，丘脑钙化 1 例。5.3 例

行眼晶状体检查，均提示双眼白内障。6.6 例行心电图检查：2 例正常，2 例 T 波改变，1 例 QT 间

期延长，1 例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7.5 例行脑电图检查：1 例正常；4 例异常，表现为：2 例轻中

度异常，1 例儿童异常脑电图，1 例中度异常。8.6 例误诊为癫痫，均有服用抗癫痫药物，但症状未

缓解。9.7 例患者经钙剂、活性维生素 D 治疗后症状均能改善，仅 1 例患者需联合口服抗癫痫药

物。 

结论  1.对于新发的癫痫患者，注意完善血钙磷、PTH、头颅 CT 等检查排除有无甲状旁腺功能减

退症，以减少误诊及漏诊；2、甲旁减并发癫痫者经有效补钙及活性 VD 治疗后，可不予抗癫痫药

物治疗或减少用量。3、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目前无根治方法，钙剂和活性 VD 可作为首选。 

 
 

PU-0283 

甲状旁腺癌 5 例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陈玉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分析甲状旁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诊疗经过及预后，并通过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认识甲状

旁腺癌的疾病特点，总结和探讨甲状旁腺癌诊治方法，减少误诊和漏诊率。 

方法  收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99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甲状旁腺癌病例，对所收集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并检索复习相关国内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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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5 例病例中女性 3 例，男性 2 例，年龄 23-52 岁，平均 30 岁。病程 10 余天～7 年余。2.临

床表现：泌尿系统结石 3 例；病理性骨折 3 例；口干、多饮、多尿 3 例；恶心、呕吐、纳差 2 例；

乏力 2 例；全身骨痛 1 例。查体发现颈前结节 1 例；身高明显变矮 1 例。3.实验室检查：5 例血钙

3.65 ～ 4.71mmol/L ， 平 均 4.14mmol/L （ 正 常 值 2.08-2.60mmol/L ） ， 其 中 4 例 血

钙>3.75mmol/L；血磷 0.4～0.52mmol/L，平均 0.475mmol/L（正常值 0.9～1.34mmol/L）；血碱

性磷酸酶 124～ 1737U/L，平均 217U/L（正常值 45～ 135U/L）；血甲状旁腺素 182～

4699.12pg/ml，平均 1346.4pg/ml（正常值 6.0～80.0pg/ml）。1 例术中冰冻病理检查确诊，2 例

术后常规病检及免疫组化确诊，1 例首次术后病检为腺瘤，复发后再次术后病检确诊为腺癌，1 例

3 次术后病检为甲状旁腺腺瘤，第 4 次术后确诊为腺癌。4.治疗：1 例行患侧甲状旁腺切除术，2 例

行患侧甲状旁腺腺瘤切除+患侧甲状腺次全切除术，2 例行患侧甲状旁腺腺瘤切除+患侧甲状腺次全

切除术+患侧喉返神经探查术。 

结论  1.甲状旁腺癌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常累及骨骼、泌尿系统；2.早期甲状旁腺癌术前确诊存

在较大困难，患者可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表现，甚至出现高钙危象；3. 甲状旁腺病理组织腺癌的细

胞形态和腺瘤差异不大，出现浸润性生长有包膜、血管、神经侵犯可确诊为恶性。在缺少明确的病

理学特征的肿瘤中只有术后长期随访，出现远处转移或淋巴结转移时才能确诊。 

 
 

PU-0284 

提高高钙血症治疗过程中药物不良反应的认识与警惕性 

 
谢作玲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提高帕米膦酸二钠治疗原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症所致高钙血症时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认识

和警惕性 

方法  通过我科近期救治的一例确诊为原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症引发的高钙血症患者，血钙

2.91mmol/L，PTH209.7pg/ml，按照既往高钙血症救治流程给予积极补充水容量稀释血钙、静脉推

注呋塞米利尿促进尿钙排出体外，并采用药业有限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帕米膦酸二钠

葡萄糖注射液（仁怡）250ml：30mg 缓慢静滴 2h 以上 

结果  静滴帕米膦酸二钠葡萄糖注射液（仁怡）250ml：30mg 第一天患者即出现低热现象，体温

37.5℃，嘱咐多饮水，继续补液扩容、呋塞米每日 20mg 静脉推注，第二日继续使用帕米膦酸二钠

葡萄糖注射液（仁怡）250ml：30mg 后患者出现寒战、高热，体温最高时达 40℃，予增加补液量

（口服+静脉），并予口服西乐葆联合兵兵贴物理降温对症处理；在第三日体温再次升至 39.0℃，

并呕吐胃内容物一次，当使用帕米膦酸二钠葡萄糖注射液（仁怡）250ml：30mg 刚刚开始静滴数

分钟后，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大小便失禁现象，测血压 112/54mmHg，呼吸 30 次/

分 ， 脉搏 133 次 / 分， SpO2 96% ， 急查血 气 分析 、 血常 规、肾 功 能电 解 质： PH 

7.435  HCO3_18.8mmol/L 血钾 4.46mmol/L  血钙 2.60mmol/L  白细胞 3.19×109/L 血小板计数

68×109/L（入院时白细胞 4.68×109/L 血小板计数 108×109/L）CRP27.2mg/L  ESR2mm/h 降钙素

原 14.45ng/ml（正常参考范围 0-0.5）腰穿行脑脊液生化检查正常，头颅 CT 检查未见异常。予吸

氧，消炎痛栓 0.1 塞肛退热治疗，并予甲强龙 40mg 加入 0.9%生理盐水中静滴，连用三日后患者

体温恢复正常，复查血钾 3.71mmol/L  血钙 2.40mmol/L  白细胞 4.39×109/L 血小板计数

157×109/L 降钙素原 0.101ng/ml 

结论  唑来膦酸钠、帕米膦酸二钠是治疗恶性肿瘤患者骨转移性疼痛以及肿瘤性高钙血症或者原发

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所致高钙血症的常常选择的药物之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恶心呕吐等胃肠道

不适、中枢性高热、抽搐等，罕见有意识丧失、血小板降低、降钙素原升高。通过此例患者的诊

治，警醒我们关注药物不良反应，谨慎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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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5 

原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症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及西医诊断治疗 

 
盛建萍 

1.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济南市大肠肛门病医院 

2.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 

 

目的  1.研讨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的中医证型,分析 PHPT 的证候分布规律，为进一步探索

PHPT 中医辩证的客观性奠定基础。2.观察内科及手术治疗 PHPT 患者各证型的疗效，为中医临床

治疗 PHPT 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004 年至 2017 年收治的 65 例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的患者，对

其进行回顾性分析。参照《中医内科学（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及 2002 年《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之中医辨证分型方案，对其进行中医辨证分。用秩和检验来确定本病中

医辨证分型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用 t 检验来分析血 PTH 及血钙治疗前后的有效性。 

结果  1.脾胃虚弱证型人数最多，占总数的 33.8%，肾阳虚证型和肝郁气滞证型人数最少，各占

20%，各证型之间总体人数相差不大。2.PHPT 女性患者偏多，各证型女性患者均较多，患者的发

病年龄集中在 41-60 岁。3.PHPT 的中医证型以肾虚证（包括肾阴虚、肾阳虚）多见，各病程阶段

患者在证型分析上有显著差异性，病程小于半年者居多，且脾胃虚弱型患者较多。病程超过 1 年，

肝郁气滞型患者人数最少。病程小于半年患者多，这可能与医学水平的发展及患者及时就诊有关。

4.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肌酐（SCr）、磷

（P）、D-二聚体（D-D）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5.在中医证候疗效评价下，治疗疗效为显效

的患者中脾胃虚弱证患者最多，脾胃虚弱及肝郁气滞证型总有效率最高，达到百分之百，肾阳虚证

型最低，为 84.6%；所有患者治疗效果总有效率为 95.4%。6.在 PHPT 疗效评价下，治疗疗效为显

效的患者中脾胃虚弱证患者最多，脾胃虚弱及肝郁气滞证型总有效率最高，达到百分之百，肾阳虚

证型最低，为 92.3%。7.手术是治疗 PHPT 的有效方法。 

结论  PHPT 以脾胃虚弱证型最常见，且女性患者较多；脾胃虚弱证型组及肝郁气滞证型组患者治

疗总有效率最高；肾虚证（包括肾阴虚、肾阳虚）多见于中老年患者，且治疗效果最差。 

 
 

PU-0286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临床特点回顾分析 

 
刘亭亭 1,贾红蔚 2,刘铭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总结我科原发性甲旁亢患者临床特点，比较无症状型甲旁亢与经典型甲旁亢异同 

方法  收集临床资料，SPSS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2012-2016 年间就诊我科的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逐年增加，至 2016 年原发甲旁

亢患者 33 例，无症状型 13 例，占同期的 39.39%。②无症状型甲旁亢患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骨质

破坏，aPHPT 组与 cPHPT 组患者腰椎部位骨密度分别为（0.92±0.19）g/c ㎡，（0.87±0.19）g/c

㎡；股骨颈部位骨密度分别（0.74±0.12）g/c ㎡，（0.66±0.26）g/c ㎡，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两组的骨转换指标骨钙素（OC）、I 型前胶原 N 末端前肽（PINP）、I 型胶原 C 末

端肽（CTX）、血清碱性磷酸酶（ALKP）存在显著差异（p<0.05），症状组骨转换程度明显高于

无症状组。③无症状型甲旁亢患者中影像学检查发现泌尿系统结石的患者 23.53%，症状组为

26.58%，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④无症状型甲旁亢患者中影像学检查发现泌尿系

统结石的患者 23.53%，症状组为 26.58%，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⑤原发性甲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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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患者多伴有 25(OH)VD 缺乏，无症状组与症状组 25(OH)VD 水平分别为 48.41(34.42-

76.02)nmol/L、25.47(20.86-36.53)nmol/L，两组间 25(OH)VD 存在明显差异性（p<0.001），症状

组较无症状组 25(OH)VD 缺乏更严重。 

结论  ①我科诊治的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者总量及无症状型甲旁亢患者比例均逐年增加。

②无症状型原发甲旁亢患者在血清 PTH 水平、血尿电解质方面与经典的症状型原发甲旁亢患者存

在差异，症状组表现为化验指标异常情况更加严重。两组病理类型均以腺瘤为主，无症状组恶性病

变的发生率较症状组低。③无症状型甲旁亢亦存在较高的骨破坏情况，与症状组相同，表现为皮质

骨含量多的部位(例如股骨颈）骨吸收更严重。无症状型原发甲旁亢患者影像学检查发现泌尿系结

石的概率也较高，两组间无明显差异。④血清 PTH 水平、血钙浓度、25(OH)VD 水平共同影响原

发性甲旁亢患者发展为经典症状型，但 25(OH)VD 水平并不能反应疾病的严重程度。 

 
 

PU-0287 

以低血糖为首发表现的多发性 

内分泌腺瘤病 1 型患者一例临床分析 

 
李斌 1,胡睿婷 2,张怀国 1 

1.临沂市人民医院 

2.临沂市中医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近期收治的 1 例以低血糖为首发表现的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1 型(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 MEN 1) 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情况，提高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认识，降低漏诊及

误诊率。 

方法  收集近期诊治的 1 例 MEN 1 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患者女性，21 岁，因 “反复乏力、嗜睡 5 年，加重伴昏迷 1 天”入院，急诊查血糖

0.7 mmo/L，予 50%葡萄糖液静推后意识恢复。既往无糖尿病病史，无降糖药物应用史。入院后全

身体格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在血糖低于 2.8 mmol/L 时胰岛素、C 肽水平仍明显升高；

血钙 2.85 mmol/L（正常值：2.03-2.54 mmol/L），血磷 0.78 mmol/L（正常值：0.80-1.60 

mmol/L），同步甲状旁腺激素 195.8 ng/mL（正常值：10-69 ng/mL）；生长激素 25.8 ng/mL（正

常值：＜8 ng/mL），泌乳素 35.46 ng/mL（正常值：2-25 ng/mL）；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肾

上腺皮质功能、甲状腺功能、性激素水平均正常。胰腺强化 MRI 示：胰腺尾部占位，考虑胰岛素

瘤。甲状旁腺 MIBI 显像示：左甲状腺下极局部放射性摄取增高。颅脑 MRI 示：双侧桥臂区对称性

T2 flair 高信号，考虑低血糖脑病。垂体 MRI 平扫+强化示：垂体形态饱满，未见明显异常。临床诊

断为：MEN 1。完善术前准备后至外科行胰腺及甲状旁腺结节切除术，术后病理示：胰岛素瘤、左

甲状旁腺腺瘤，术后查血糖、血钙、血磷及甲状旁腺激素恢复正常。因患者家庭条件差，拒绝进一

步行基因检查，定期门诊随访。 

结论  MEN 1 患者临床并不罕见，但多以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为首发表现，以低血糖为首发表现者相

对较少。对于无明显诱因反复低血糖发作的患者，应注意 MEN 1 的可能性，在寻找低血糖的病因

时，加强对甲状旁腺和垂体的筛查，避免漏诊和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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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8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36 例回顾性分析及文献复习 

 
杨郁,马倩,巴颖,邢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原发性甲旁亢（PHPT）患者的临床特点，并通过文献复习了解其变迁以及我国

PHPT 临床特点与西方 PHPT 临床特点的差异及原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0 年至 2017 年间收治的 PHPT 患者的病程、起病

年龄、临床表现、首发症状、首诊科室、病理、辅助检查结果等临床资料特点；比较 2000 年至

2010 年与 2011 年至 2017 年收治的 PHPT 患者的临床特点差异；对 2000 年至 2017 年间的

PHPT 患者按病理类型分组，比较分析不同病理类型 PHPT 患者的临床特征差异。 

结果  1. 17 年间共收治 36 例 PHPT 患者，女性 22 例，男性 14 例，手术治疗 14 例，22 例患者未

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 14 例中 12 例为甲状旁腺腺瘤（占 85.71%），其中左侧、右侧腺瘤各 6

例；增生 1 例，单侧腺瘤合并增生 1 例。未手术治疗的患者中通过影像学检查考虑为甲状旁腺腺瘤

的有 13 例（占 59.09%），增生 5 例（占 22.72%），腺瘤合并增生 1 例（占 4.5%），甲状旁腺

癌 1 例（占 4.5%），2 例未行影像学检查，病因未明。 

2. PHPT 患者出现首发症状的年龄为 （57.31 ± 14.05）岁，明确诊断时的平均年龄是（59.31 ± 

14.37）岁，大于 50 岁的占 83.3%。首诊科室广泛，主要为内分泌科、普外科、消化科、骨科、神

经内科。临床表现多样，38.88%患者有骨骼系统表现，41.66%有泌尿系统表现，44.44%有消化系

统表现，36.11%有神经系统表现的，25.00%无症状。 

3. 35 例血清钙升高，1 例血清钙正常，血清钙平均值(3.13 ± 0.42)mmol/L；36 例均表现为低血

磷、高 PTH 和低血浆 25-羟维生素 D，腺瘤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增生组。 

4. 2000 年至 2010 年诊断 PHPT 患者 11 例，2011 年至 2017 年诊断 PHPT 患者有 25 例，近 7 年

对比前 10 年，患者数量有增加趋势，高钙型比例下降，骨型及无症状型比例增加。 

结论  1. 本地区 PHPT 患者多为中老年，首发症状多样，以传统的 PHPT 临床表现为主，与西方国

家以无症状型为主有较大差异。 

2. 血钙、血磷筛查未广泛开展，造成我国 PHPT 患者诊断时病情较重，可能是导致与西方 PHPT

患者临床表现差异明显的主要原因。 

3.近十年无症状的 PHPT 患者比例增加，可能与我院近年血钙、血磷筛查的普及有关。 

 
 

PU-0289 

一例血钙磷正常的假性甲旁 

减 Ia 型 GNAS 基因突变检测及功能分析 

 
龙晓丹,熊静,莫朝晖,金萍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Ia 型（Pseudohypoparathyroidism type Ia，PHPIa）是一种以甲状

旁腺激素抵抗为主，同时伴有多种其他激素抵抗及 AHO 体型为特征的罕见的遗传性内分泌疾病，

常表现为甲旁减的低血钙、高血磷生化改变。PHPIa 目前认为是由于编码激动型 Gsa 蛋白的

GNAS (guanine nncleotide—binding protein alpha—stimulating activity polypeptide 1)基因突变所

致。本研究对一例血钙磷正常的 PHPIa 患者及其家系的 GNAS 基因突变进行检测并通过体外实验

对其对 Gsa 的功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方法  一 18 岁的女性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Ⅰa 型因闭经就诊，主要临床表现为 AHO 体型与掌

骨征、同时合并多种内分泌缺陷的临床表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低雌二醇水平,月经不调，但反复多次

查血钙磷均正常。本研究收集患者及其家族成员及 100 个正常对照的外周静脉血，提取外周血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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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DNA 后对 GNAS 基因 13 个外显子及相邻内含子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进行扩增，然后进行 DNA

测序。发现的患者致病突变后再分别构建 GNAS-pcDNA3.1 野生型及突变型载体，并将野生型、

突变型和空白对照质粒转染 OK 负鼠肾细胞。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检测法对野生型、突变型及空载转

染的 0K 细胞进行 PTH 刺激状态下的 cAMP 浓度检测,观察该突变对功能的影响。 

结果   DNA 测序发现该患者及其母亲外周血 GNAS 基因的第 9 外显子存在 c.715A>G 

(p.Asn239Asp)杂合突变，该突变为一新发现的突变，在 100 位正常对照中未未见此突变。体外实

验示与野生组相比，PTH 刺激后 GNAS 突变组 cAMP 水平显著减少(46.9± 1.3 ng/ml vs 20.1 ± 1.2 

ng/ml, P < 0.001)。 

结论  本研究报道了一例血钙磷正常的 PHPIa 患者，经过基因检测发现其携带有一个新 GNAS 基

因杂合突变 c.715A>G (p.Asn239Asp)。PHPIa 临床表现多样,对临床表现不典型的患者进行 GNAS

基因突变的检测有助于其诊断及分型。 

 
 

PU-0290 

高钙低钾低镁糖尿病 1 例 

 
付红军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同时患有多种离子紊乱的糖尿病患者病例分享 

方法  分享一例患有多种离子紊乱的病例 

结果  63 岁女性，发现血钙高 13 年，病初曾门诊查血 PTH 略高，尿钙低，甲状旁腺核素扫描未见

异常，患者未进一步诊治，血钾、血镁当时无记载。先后发现双膝半月板钙化、双肘部关节钙化、

牙齿松动。11 年前发现糖尿病，口服药物治疗。3 年前因周围性眩晕于我院神经内科住院因血钙

低、血钾低血镁低而转入我内分泌科进一步诊治。监测血总钙 2.87-3.08mmol/l 高,血镁 0.39-

0.49mmol/l,血钾低，同步测尿钙低，高尿钾。血 PTH58.2-71.0pg/ml 均正常范围。甲状腺超声提

示甲状腺左叶上级背侧后方低回声结节，不除外甲状旁腺病变，完善甲状旁腺 MIBI 显像未见异

常。完善各影像学及肿瘤标志物均未见异常。患者高血钙低尿钙，考虑为家族性低尿钙高钙血症可

能性大，明确需基因检测。患者无高血压，醛固酮及肾上腺检查无异常，无肾小管酸中毒。患者同

时有低钾血症、低镁血症，肾内科会诊，考虑患者同时患有 Gitelman 综合症可能，此需要基因检

测明确。患者 12 年前发现高钙血症，当时未提及血钾 血镁情况，患者离子紊乱出现的先后顺序尚

不能确定。患者出院后服用氯化钾片、门冬氨酸钾镁，监测血镁改善不明显停用门冬氨酸钾镁片，

血钾维持在正常低值，血钙最高升高至 3.4mmol/l,多饮水后自行下降至 3.0mmol/l。患者女儿 33

岁，既往监测血离子均正常，1 年前发现血钾低，血钙略高。进一步支持患者离子紊乱为基因异常

所致，明确诊断需要进一步行基因检测。 

结论  确诊断需要进一步行基因检测。 

 
 

PU-0291 

Gcm2 在甲状旁腺中的功能及作用机制研究 

 
练瑜,陈兵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目的  探索 Gcm2 在成体甲状旁腺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繁育可诱导条件性 Gcm2 基因敲除小鼠，在成体中敲除 Gcm2 基因，使其功能丧失，来

研究 Gcm2 在发育成熟的甲状旁腺中的功能作用。通过在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小鼠模型中

敲除 Gcm2，观察检测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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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敲除成体小鼠 Gcm2 基因，会使甲状旁腺 PTH 的合成分泌减少，继而引起钙磷和骨骼代谢

的改变，长期会出现典型的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的症状和体征。Gcm2 的正常表达为成体甲状旁腺

细胞合成分泌 PTH 所必需。2. 小鼠肾功能衰竭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疾病模型中敲除 Gcm2 

基因，会降低小鼠血清 PTH 浓度，并发生低钙血症。这表明 Gcm2 在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发病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是 PTH 分泌亢进的始动因素之一。3. 通过体外组织培养的方法，运用 

iTRAQ 技术对比 Gcm2 基因敲除和未敲除甲状旁腺/甲状腺组织的差异表达蛋白，发现 CaSR、

Gata3、MafB、GNA11 和 PTH 等与甲状旁腺功能密切相关的蛋白表达了改变，这为探讨 Gcm2 

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参考。 

结论  1.Gcm2 的正常表达为成体甲状旁腺细胞合成分泌 PTH 所必需。2.Gcm2 在继发性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症发病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是 PTH 分泌亢进的始动因素之一。3.  发现了一系列与甲状

旁腺功能密切相关的蛋白表达了改变。 

 
 

PU-0292 

1 例甲状旁腺腺瘤并发棕色瘤的病例分析 

 
阮璐雅,施梦特,潘优津 

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并发棕色瘤患者诊疗过程的分析，以提高对该病的临床认

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并发棕色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诊治

过程。 

结果  患者，男性，60 岁，因“右上臂胀痛 8 月，加重 20 天”收住我院骨科。8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

右上臂胀痛，当地医院予对症止痛及理疗等治疗，胀痛缓解不明显。20 天前电疗后患者出现右上

臂疼痛加重，至我院骨科就诊，X 线提示右侧肱骨中上段骨质破坏，遂收住骨科。入院后肱骨 CT

提示右肱骨上段骨质破坏。肱骨 MRI 可见右肱骨上段骨松质内可见椭圆形异常信号影，边界清

楚，病灶冠状位最大一层面大小约为 73.8×22.2mm，提示右肱骨上段骨纤维异常增殖症首先考

虑。ECT 全身核素骨扫描提示右肱骨及 L5、左髂骨异常放射性分布。腹部 CT 提示双肾结石。体

格检查：右上臂压痛（+），无肿块凸起，局部皮温正常，右上肢肢端血运好，感觉活动存。实验

室检查：ALP 142 U/L，血钙 3.78 mmol/L。予补液等处理后复查血钙 3.12mmol/L，遂行右肱骨骨

肿瘤病灶清理术+植骨内固定术。患者术后血钙仍高，内分泌科会诊后考虑甲旁亢合并棕色瘤可

能，后转至内分泌科进一步诊治。复查血 ALP 99 U/L ，血清钙  3.23mmol/L ，血清

磷 0.79mmol/L，血 PTH 193.6pg/ml，24h 尿钙 8.42mmol/24h。颈部 CT 提示左侧甲状旁腺低密

度灶。SPECT 甲状旁腺显像提示左叶下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腺瘤可能。骨密度提示骨

量减少。结合临床及上述检查结果临床诊断为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并发棕色瘤，遂进一步转

至颈部外科行甲状旁腺肿瘤切除术。术后血钙、血 PTH 恢复正常。（右肱骨病变）病理回报：送

检破碎组织，骨组织间见反应性增生的纤维母细胞及多核巨细胞，局部呈囊壁样，伴含铁血黄素沉

积，局灶区见泡沫样组织细胞反应；结合临床，考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棕色瘤。（左下级甲状旁

腺）病理回报：甲状旁腺腺瘤。 

结论  棕色瘤以局部骨组织起病、低发病率且影像学及病理学缺乏特异性表现，医务人员普遍认识

不足，临床上极易造成误诊。甲状旁腺切除手术为原发性甲旁亢并发棕色瘤的首选治疗方案，是否

采取骨科手术治疗仍然存在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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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3 

5-氨基乙酰丙酸介导光动力大鼠甲旁亢实验性治疗研究 

 
腾小春,未友能,车婷婷,廖勇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平顶山院区 

 

目的  探索 5-氨基乙酰丙酸介导的光动力疗法（5-ALA PDT）用于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SHPT）大鼠模型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1、将 5-ALA 注射入大鼠腹腔后切取甲状旁腺（PTG）、甲状腺（TG）及周围肌肉组织，分

别测定其内的 PpIX 浓度进行比较，同时明确 PpIX 浓度与 5-ALA 注射剂量及作用时间之间的关

系； 

2、按光敏剂剂量和光照时间进行随机分组，手术暴露 PTG 及其周围组织后行光动力照射，检测照

射前后血清甲状旁腺激素（PTH）、总钙（Ca）、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甲状腺素（T4）、

促甲状腺素（TSH）水平，并观察各组织形态学上的变化。 

3、通过 5/6 肾切除结合高磷饲养制备 SHPT 大鼠模型后分多次对其行 PDT 照射，并比较每次照射

前后血清 PTH 水平的变化。 

结果  1、5-ALA 介导 PpIX 在大鼠 PTG 内的蓄积浓度明显高于周围组织，并与 5-ALA 注射剂量及

作用时间相关； 

2、5-ALA PDT 可对正常大鼠 PTG 的组织形态和功能产生特异性破坏作用，有效性、安全性良

好； 

3、5-ALA PDT 对 SHPT 模型大鼠的治疗效果明显，多次照射疗效可叠加。 

结论  5-ALA PDT 治疗 SHPT 模型大鼠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PU-0294 

甲状旁腺腺瘤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 1 例报告 

 
任丽珏,魏枫,薛晔霞,王行宏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 1 例甲状旁腺腺瘤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男性中年患者，提高临床医生的认识。 

方法  男性患者，49 岁，主因“乏力 2 年，口干、多饮、多尿 3 月”入院。2 年前无诱因出现乏力，

未予重视。近 3 月出现口渴、多饮（5L/日）、多尿（量约同饮水量），无发热，无头晕头痛，无

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腹痛腹泻，近期体重无变化。查体：血压 135/85mmHg，甲状腺左叶

触及约 2cm 结节，质中，无压痛，心肺复未见异常，双下肢不肿。 

结果  血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血糖、血气分析、血钾钠氯、肾上腺皮质功能、甲功、性激素大

致异常；尿常规：比重 1.015、PH 6.0；血钙 3.9mmol/L、磷 0.51mmol/L、镁 0.76mmol/L；24 小

时尿钙 29.1mmol、尿磷 55mmol；PTH 698.1pg/L；降钙素 12.44pg/mL；胸片：右下肺局限性纤

维化；颈部 CT：左叶后下方见椭圆形低密度影，约 26.1*19.3mm，甲状腺左叶下方受压改变，增

强扫描后不均匀强化，病灶外缘强化较明显，余颈部结构正常，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甲状旁腺扫

描：注射显像剂 15 分后，双侧甲状腺显影清晰，左叶下极放射性浓于右叶，2 小时后延迟相可见

右侧甲状腺影像明显减淡，左侧甲状腺上级影像明显减淡，下级影像持续增浓，左下甲状旁腺增生

或腺瘤可能性大；骨密度：髋关节骨密度正常、腰椎骨密度减少；腹部超声：脂肪肝；甲状腺超

声：甲状腺左叶结节伴微钙化灶，甲状腺右叶结节，甲状腺左叶旁边混合回声团-考虑来源于甲状

旁腺；肾上腺 CT、垂体核磁：未见明显异常。基于临床资料，诊断：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甲状旁

腺瘤 甲状腺结节。治疗：（1）手术：术中冰冻切片诊断为甲状腺左叶结节 微小癌，左下甲状旁腺

考虑为腺瘤，二者均予切除，术后血钙 2.09mmol/L、PTH 12.67pg/L，给予补充碳酸钙

1200mg/d、骨化三醇 0.25ug/d、优甲乐 100ug/d，定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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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甲状旁腺腺瘤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临床少见，因甲状旁腺来源于外胚层，甲状腺来源于内胚

层，有学者认为并无明确的相关性，但二者常常位于同一侧，其相关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甲状旁

腺腺瘤诊断明确的，应进一步检查其他内分泌腺体，明确是否存在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甲状旁腺腺

瘤与甲状腺乳头状癌均常起病隐匿，缺乏特异的临床症状，在临床中需提高警惕，对于甲状旁腺腺

瘤的患者均应进行甲状腺影像学检查，术中常规探查甲状腺，以免漏诊。 

 
 

PU-0295 

不同类型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临床特点对比分析 

 
王欣,何庆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不同类型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hypoparathyroidism，HPP，简称甲旁减）临床特

点，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减少漏诊与误诊。 

方法  收集 2001 年 1 月——2017 年 7 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首次住院的甲旁

减患者临床资料，对不同类型甲旁减临床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29 例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患者，按照病因分为 3 组，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pseudo-

hypoparathyroidism ， PHP ） 17 例 ， 特 发 性 甲 状 旁 腺 功 能 减 退 症

（ idiopathic hypoparathyroidism ， IHP ） 82 例 ， 手 术 后 甲 状 旁 腺 功 能 减 退 症

（ postsurgical hypoparathyroidism，PHypo）30 例。三组患者发病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13

（9.5~20）岁，26（16~42）岁，49（32~57.5）岁，P<0.001。PHP 和 IHP 组与 PHypo 组相

比，病程更长，误诊/漏诊率更高。临床症状以手足搐搦 84/129 （65.1%）最多见，其中 PHP 组

阳性率最高。骨代谢指标方面，PHP 组与 IHP 和 PHypo 组相比，骨转换标志物更高：骨钙素

（54.8±48.8 ng/ml vs. 19.7±13.8 ng/ml；13.3±4.2 ng/ml，P=0.003）；骨形成标志物更高：总 I

型 前 胶 原 氨 基 端 肽 （ 107.96±40.55 ng/ml vs. 50.04±19.51 ng/ml ； 36.62±19.00 ng/ml ，

P<0.001 ） ； 骨 吸 收 标 志 物 更 高 ： 交 联 胶 原 （ 1.40±0.85ng/ml vs. 0.57±0.56 ng/ml ；

0.28±0.14ng/ml，P= 0.023）。并发症方面，IHP 组与 PHP 和 PHypo 组相比，股骨颈骨密度更

高。假性、特发性、手术后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三者颅内钙化的发生率分别为 80.0%（12/15），

44.7%（21/47），10.0%（1/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2）。 

结论  假性、特发性及手术后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三者比较，患者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及并发症之间有相似之处，但程度存在差异，假性及特发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容易出现误诊及

漏诊。 

 
 

PU-0296 

误诊为双膝关节滑膜炎的异位甲状旁腺腺瘤一例 

 
贾彦春,何庆,刘铭,张鹏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其中以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PHPT）最常见。引起 PHPT 的最常见病因为甲状旁腺腺瘤，甲状旁腺腺瘤 90%为单发，异位腺

瘤占 7.6%~20%。临床表现分为无症状型和症状型两大类型，症状型可累及骨骼、泌尿、消化、心

血管和神经等多个器官和系统。由于该病临床表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误诊率较高。我们对 1 例被

误诊为“双膝关节滑膜炎”的患者进行临床资料分析，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患者进临床资料分析，包括病史、查体、化验、影像学检查及治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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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女性，51 岁，主因“双侧膝关节疼痛 2 年余”入院。既往史：发现血压升高 10 余天，未治

疗；右侧膝关节置换术后 10 天。查体：T36.3℃，P68 次/分，R18 次/分，Bp170/100 mmHg。颈

软，甲状腺未及肿大。心、肺、腹检查未见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右膝关节敷料清洁，双下肢轻

度水肿。化验示：PTH1867 ng/L（10.37-68.84），血钙 3.05mmol/L（2.15-2.55），血磷

0.69mmol/L（0.8-1.45），尿钙 9.62mmol/L（2.5-7.5），尿磷 20.3mmol/L（23-48）；肝、肾功

能未见异常；游离甲功、肾上腺皮质功能、性激素全项、生长激素均未见异常；尿香草苦杏仁酸

（VMA）、降钙素正常。影像学检查：骨密度：骨质疏松。甲状腺及甲状旁腺超声：甲状腺右叶多

发囊实性结节；双侧甲状旁腺区未见明显异常。甲状旁腺 ECT：前纵隔异常示踪剂浓集区，考虑

甲状旁腺高功能腺瘤。颈部 CT：双侧甲状腺及临近结构未见明确异常。胸部 CT：前纵隔胸腺区软

组织结节影。诊断：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异位甲状旁腺腺瘤？高血压 2 级（中危）膝关节置换术

后（右侧）骨质疏松。治疗：我科予鲑降钙素针 50 U，1 次/天肌注降钙治疗、予氨氯地平 5mg 1

次/天降压治疗，后于我院胸外科行手术治疗。病理报告示：灰褐色肿物 2.0 cm×1.5 cm×1.0 cm，

细胞增长活跃，肿瘤细胞呈 PTH 阳性。 

结论  1. PHPT 临床表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该病误诊率较高。 

2. PTH 升高是诊断 PHPT 的直接证据；高血钙、低血磷、高尿钙“三联症”是诊断 PHPT 的重要依

据；影像学以 99Tc-sestamibi(MIBI)定位敏感性最高。 

3. PHPT 是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MEN）的常见表现之一。凡是诊断为 PHPT 的患者均应完善其

他疾病的筛查，并进行随访。 

 
 

PU-0297 

反复泌尿系统结石合并甲状旁腺增生一例 

 
陈红梅,朱迪,杨彩哲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本文对我院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一例反复泌尿系统结石合并异位甲状旁腺增生患者的诊治

过程进行总结，以期对类似患者的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患者男性，25 岁，因“反复发作肾绞痛伴肾结石 8 年”入院。患者近 8 年来因泌尿系统结石

反复就诊，无骨痛、腹痛等病史；既往史、家族史无特殊。多次实验室检查显示：血钙

2.5~2.6mmol/L ，血磷 1.1~1.6mmol/L ， 24 小时尿钙 6.6~8.6mmol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

8.07~9.19(正常参考值 1.48~7.63)pmol/L，25-羟维生素 D 值 34.91~41.07（＜50 缺乏）nmol/L，

肝肾功等其余化验均未见异常。腹部 B 超示：双肾多发小结石。甲状腺及甲状旁腺超声、CT 平扫

未见明显异常；99mTc-甲氧基异丁基异腈显像未见明显甲状旁腺增生及腺瘤样改变。双手 X 线正

位片示双手骨质未见异常；腰椎骨密度正常。结石成分红外光谱检测显示，结石成分为草酸钙。 

结果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多伴有血钙升高，而本病例患者多次复查血钙处于正常高值，但伴有

维生素 D 缺乏，因此补充骨化三醇 0.25ug/日 3 周后复查血钙为 2.9mmol/L。该患者全段甲状旁腺

激素水平升高，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诊断明确，而多种影像学检查均未明确病变定位。考虑到超声检

查是诊断甲状旁腺疾病的有效手段，且超声检查结果与医师临床经验的联系较为密切，遂请超声科

主任会诊后再次行甲状旁腺超声检查，发现甲状腺左下极外侧可见等回声区，大小 0.41X1.04cm，

边界清晰，实质回声均匀，可见血流信号，考虑异位甲状旁腺病变。 

  患者随后在全麻下行“甲状旁腺探查、甲状旁腺摘除术（左下旁腺）”。术所见左侧甲状腺下极旁

见 1cm×0.5cm 大小栗色肿块，边界清晰，质地软，外观呈桃形。游离肿块，完整切除，术中冰冻

切片报告示：左下甲状旁腺增生。术后复查全段甲状旁腺激素 1.13~3.73 pmol/L，血钙

2.3~2.4mmol/L。患者术后 2 个月内随访，排石频率、排石量及肾绞痛发作次数明显减少。 

结论  综上，本文报道了一例反复泌尿系统结石合并异位甲状旁腺增生导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

的诊疗经过。甲状旁腺增生是引起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少见原因，定位诊断往往存在困难。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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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复泌尿系统结石的患者，我们应当考虑到甲旁亢的可能，进行全面系统的化验、检查非常重

要。 

 
 

PU-0298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合并肺部结节所致高钙危象一例内科诊治体会 

 
王晓宇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目的  一例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合并肺部结节所致高钙危象患者的诊治体会 

方法  一例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合并肺部结节所致高钙危象患者的诊治体会，结合患者发病过程、临

床表现及诊疗经过，学习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高钙危象相关知识。 

结果  高钙血症内科治疗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立即停用钙剂或维生素 D 的摄入，避免加重

高钙状态；2、补液：通过胃肠道与静脉积极补液治疗，口服大约 2-3L/日，静脉可达 4-6L/日，但

对于心肾功能不全患者需注意液体用量及输注速度，避免加重心衰等基础疾病；3、利尿：利尿剂

静注，注意记录每日出入液量；4、维持电解质平衡：每日监测电解质，尤其需注意因大量利尿后

出现的低钾血症；5、抑制骨质吸收吸收：二膦酸盐、降钙素等；6、糖皮质激素：可于必要时使

用；7、血液透析：如经上述处理血钙下降仍不明显或临床症状仍未缓解，需紧急血透治疗，使用

无钙透析液。 

结论  高钙血症虽在临床中并不常见，但亦不属罕见，且随着肿瘤发病率增高，作为伴瘤综合征的

高钙血症可能先于肿瘤易被临床发现，对疑为肿瘤性疾病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甲旁亢临床症状不

突出，多数可能以高钙血症甚至高钙危象首发，虽手术为首选治疗方法，但临床不乏高龄、一般状

态不佳或合并多种疾病者，可能并不均宜行外科治疗，这就显得高钙血症内科治疗尤为重要。 

 
 

PU-0299 

少见原因引起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一例 

 
史沛杰,郭辉,施秉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当我们遇到低钙高 PTH 的患者，很容易想到慢性肾脏疾病、维生素 D 缺乏及肠吸收不良等

引起继发性甲旁亢的疾病，但不太容易想到前列腺癌骨转移，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肿瘤骨转移是以破

骨性骨转移、高钙、低 PTH 为表现的。然而，部分前列腺癌患者的骨转移是成骨性的，可表现为

低钙、高 PTH。若我们内分泌科医师能够加强对这种疾病的认识，早期识别、诊断，便可尽早进

行干预治疗、改善预后。 

方法  真实案例分享：患者马建民，男，69 岁，以“反复双下肢乏力 3 月”之主诉入院。当地医院查

血钾低至 1.2mmol/L、血钙 2.03mmol/L、PTH 和碱性磷酸酶显著升高，骨 X 线片提示骨密度增

高、全身骨质广泛增生硬化、考虑代谢性疾病或矿物质沉积。入院查体见贫血貌、营养不良、睑结

膜苍白，右侧锁骨上淋巴结可扪及肿大，双下肢肌力 4 级。实验室检查提示：肾功正常，Hb 

88g/L、PTH 239pg/ml、钙 1.8 mmol/l、磷 1.25 mmol/l、钾 3.8mmol/l（当地医院反复补钾后）、

碱性磷酸酶 1488 IU/l、N-OST 140.1ng/ml、 beta-crossl 3230pg/ml、TP1NP 1200ng/ml、总 PSA 

863.5 ng/ml、游离 PSA>50 ng/ml；骨密度测定提示脊柱 T 值 4.1 、Z 值 5.0，全身骨显像呈“超级

骨影像”改变、提示恶性病变全身骨侵犯；经直肠 B 超提示前列腺占位，前列腺活检提示前列腺腺

癌 Gleason 8(5+3)分。 

结果  患者入我院 1 周后最终诊断为：前列腺腺癌伴全身骨转移、低钙血症、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

亢进症。由于确诊时已是肿瘤晚期，给予抗雄激素治疗以及双磷酸盐、补钙、补充活性维生素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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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钾对症治疗，经上述治疗后患者双下肢乏力症状改善，由 3 月前行走困难逐渐转变为可自行走

路。在确诊为前列腺腺癌伴全身骨转移之后的半年内，患者先后发生了左下肢骨折、右下肢骨折、

锁骨骨折，最终死于坠床事件。 

结论  绝大多数肿瘤骨转移（如肺癌、胃癌、结肠癌）为溶骨性骨转移伴高钙血症，但也有一部分

肿瘤骨转移（如前列腺癌）可表现为成骨性骨转移伴低钙血症。在肿瘤骨转移所致低钙血症中，

75%为前列腺癌；前列腺癌伴发骨转移患者中，57%会出现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因此，当

我们接诊到低钙、高 PTH 的患者（尤其是老年男性患者），前列腺癌应作为一项重要的鉴别诊断

加以考虑。对于这样的患者，PSA 检测非常有必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改善预后。 

 
 

PU-0300 

卷曲霉素引起严重低钾血症、低镁血症、 

低钙血症、低磷血症和横纹肌溶解 1 例 

 
邓瑞芬,谢玲玎,王一民,陈晓平,张波,卜石 

中日医院 

 

目的  随着耐药结核发病率的增加，二线用药的卷曲霉素使用率也在增加。本文介绍因卷曲霉素引

起严重多种电解质紊乱，并造成横纹肌溶解的病例 1 例，分析可能的机制，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 

方法  病例：患者，女，53 岁，因“恶心、呕吐 21 天，颈项肌及四肢肌无力 9 天” 入院。患者临床

以恶心、呕吐、颈项肌、四肢肌无力为主要症状，发作时检查血压正常，就诊于我院急诊时急查动

脉血气示 pH 7.65，HCO3- 52.9mmol/L,BE 28mmol/L，查血钾 1.3mmol/L,血钠 128mmol/L,CK 

13517 IU/L,CK-MB 128 IU/L, 心电图示 Q-T 间期延长，完善化验 :i-PTH 50.6pg/ml ， P 

0.87mmol/L，Ca 1.55 mmol/L, 24 小时尿钾提示为肾性失钾，无利尿剂服用史，立位肾素、醛固酮

检测结果回报示高肾素、高醛固酮，皮质醇检查未见异常，肾上腺 CT 未见异常。化验显示血镁最

低为 0.09mmol/L，血钙最低 1.44mmol/L（白蛋白最低 32g/L），血磷最低 0.2mmol/L。入院给予

积极纠正治疗后血钾、血钠很快恢复正常，但血钙、血镁及血磷水平偏低，纠正仍效果不佳，最大

量予螺内酯 20mg TID，氯化钾 1000mg TID，枸橼酸钾 2.9g TID，门冬氨酸钾镁 0.42g TID，碳酸

钙片 0.75g QID，骨化三醇 0.25ug QID 口服联合静脉补镁及补磷治疗后血钙、血磷逐渐回升，同

时嘱咐患者多进食肉、奶等含磷食物。患者平素血压正常，需考虑 Batter 综合征或 Giltelman 综合

征可能，行基因检测回报未见异常。患者近 1 月偶有咳嗽、咳痰，行胸部 CT 提示纤维空洞型肺结

核，痰化验提示耐药性结核菌，追问患者病史，患者已使用硫酸卷曲霉素、乙胺丁醇、吡嗪酰胺、

丙硫异烟肼、莫西沙星抗结核治疗 1 年，查阅文献发现卷曲霉素因肾小管受损导致 K+、Mg+重吸

收降低，低钾、低镁，表现为无力、恶心、呕吐，伴低钙，入院后患者已停用卷曲霉素，继续药物

积极治疗，电解质趋于正常，患者症状缓解。 

结果  卷曲霉素会导致肾小管病变，造成多种电解质紊乱，治疗上需停用卷曲霉素，给予纠正电解

质紊乱的同时加用螺内酯及骨化三醇可协助提升血钾及血钙。 

结论  卷曲霉素会导致肾小管受损，引起多种电解质紊乱，严重时会导致横纹肌溶解。

目前耐药性结核发病率有所提升，使用二线抗结核药物如卷曲霉素的人数有所增加，

使用这类药物的人群需密切监测电解质，谨防严重电解质紊乱的发生，及时对症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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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01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1A 型与 1B 型的骨微结构特征研究 

 
全婷婷,褚雪颖,陈思行,王亚冰,聂敏,王鸥,姜艳,李梅,夏维波,邢小平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使用高分辨率外周定量计算机断层扫描（High resolution peripheral quantitative CT，

HRpQCT）评估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psuedohypoparathyroidism，PHP）1A 型与 1B 型患

者骨微结构特征并加以比较。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 PHP1A 患者 11 例，

PHP1B 患者 31 例，并随机选择 40 名健康人员作为对照。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双能 X 线吸

收仪（double-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测结果，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对纳入的研究

对象进行 HRpQCT 检测及数据分析。 

结果  1、两组患者间血钙、血磷、甲状旁腺激素（PTH）及骨转换指标[碱性磷酸酶（ALP）、I 型

胶原羧基末端肽（β-CTX）]均未见明显差异（P>0.05）。 

2、研究仅有 3 例 1A、24 例 1B 患者完成 DXA 检测， 两组患者股骨颈、全髋与腰椎 2-4 的面积骨

密度及其 Z 值未见显著差异（P>0.05）。 

3、校正年龄、性别及 BMI 后，在 PHP1A 患者与正常对照组、PHP1B 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分别

比较 HRpQCT 检测的各项参数未见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 PHP1A 患者相

比，PHP1B 患者桡骨小梁骨的体积骨密度（Tb.vBMD）、体积分数（Tb.BV/TV）及厚度

（Tb.Th）更低。 

4、PHP1B 患者的 PTH 水平与其 ALP、β-CTX 水平呈正相关（r=0.718，P=0.001；r=0.720，

P=0.008）。校正年龄、性别及 BMI 后，PTH 水平与 PHP1B 患者全髋骨密度 Z 值呈负相关（β=-

0.004，P<0.01），与其桡骨及胫骨的小梁骨数量（Tb.N）、桡骨皮质骨体积骨密度（Ct.vBMD）

呈负相关（β = -0.182、-0.206、-0.282，P<0.05）。 

结论  PHP1B 患者桡骨松质骨结构参数（Tb.vBMD、Tb.BV/TV、Tb.Th）低于 PHP1A 患者，进而

提示 PHP1B 患者的骨骼可能不同于 1A 患者，前者骨骼可能对 PTH 有反应。 

 
 

PU-0302 

非手术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骨微结构的无创性评估 

 
全婷婷,陈思行,王亚冰,王鸥,聂敏,姜艳,李梅,夏维波,邢小平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采用高分辨率外周定量计算机断层扫描（HRpQCT）技术无创性评估中国大陆人群非手术性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Ns-HypoPT）患者桡骨与胫骨远端的骨微结构特征，并分析可能影响患者骨

微结构的因素。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 Ns-HypoPT 患者 40 例，

并随机选择年龄及性别与之匹配的 40 名健康人员作为对照。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双能 X 线

吸收仪（double-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测结果，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对纳入的研

究对象进行 HRpQCT 检测及数据分析。 

结果  1、Ns-HypoPT 患者的 β-CTX 中位数为 0.244（0.198-0.784）ng/ml，位于正常偏低水平。 

2、Ns-HypoPT 患者股骨颈、全髋与腰椎 2-4 的 aBMD 及其 Z 值较高，各部位 Z 值平均在

1.3~2.5，部分患者甚至达 5.0 以上，以腰椎为著。 

3、Ns-HypoPT 患者胫骨小梁骨体积骨密度（Tb.vBMD）及小梁骨数量（Tb.N）较正常对照升高

（P<0.05），小梁骨分离度（Tb.Sp）、小梁骨不均一性（Tb.1/N.SD）降低（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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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程与 Ns-HypoPT 患者桡骨皮质骨及小梁骨的体积骨密度（Ct.vBMD、Tb.vBMD），小梁骨

体积分数（Tb.BV/TV）、数量（Tb.N）及不均一性（Tb.1/N.SD）呈正相关，与小梁骨分离度

（Tb.Sp）呈负相关。 

结论  Ns-HypoPT 患者胫骨远端的松质骨体积骨密度明显增加，可能与患者小梁骨数量增加、分离

度降低有关。病程是影响其骨微结构多项参数的重要因素。 

 
 

PU-0304 

110 例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左甲状腺素钠治疗效果观察 
 

郝文庆 1,2,杜昱和 1,2,杨文娟 1,2,石益萌 1,2,罗豆豆 1,2,田竹芳 1 

1.西安市中心医院 

2.延安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临床甲减）患者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促甲状腺素的

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分析其对妊娠结局及围产儿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6 年 03 月至 2017 年 07 月于西安市中心医院妊娠内分泌门诊就诊的妊娠期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 110 例，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替代治疗，根据甲状腺功能复查结果调整左甲状腺

素钠剂量至分娩，对 FT3、FT4、TSH、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状腺大

小、左甲状腺钠用量、妊娠结局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选取同期分娩的正常孕妇 150 例

为对照组，分析各组孕妇妊娠结局及围产儿情况。 

结果  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与甲状腺大小有关（p<0.05），甲状腺大小、

年龄均与左甲状腺素钠剂量之间无相关性（p>0.05）；2.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组和甲状腺过

氧化物酶抗体阴性组 FT4 水平在孕 4 月至孕 7 月均呈下降趋势（p>0.05）；3.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抗体阳性组的左甲状腺素钠起始剂量大于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阴性组，孕 5 月、孕 6 月、孕 7

月、孕 9 月两组的左甲状腺素钠剂量有统计学差异（p<0.05）；4.孕 7 月前，两组左甲状腺素钠剂

量增加，孕 8 月后左甲状腺素钠剂量较前下降；5.妊娠期亚临床甲减患者妊娠结局与同期甲状腺功

能正常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妊娠妇女应早期筛查甲状腺功能，及时、足量应用左甲状腺素钠治疗，掌握左甲状腺钠剂量

调整规律，为妊娠期亚临床甲减母婴健康提供保障。 

 
 

PU-0305 

射频和微波消融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胡珂,刘凌晓,陆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究热消融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采用超声引导下射频消融

（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36 例和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MWA）50 例治疗甲状

腺良性结节患者，随访观察比较两组术后甲状腺结节缩小率（volume reduction rate, VRR）、临

床症状（美观评分和症状评分）、甲状腺功能和并发症。同时记录消融前患者性别、年龄、结节成

分、肝功能和甲状腺功能等，将上述指标与 12 月的 VRR 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  RFA 组与 MWA 组患者消融前基线体积分别为（10.7±5.9）ml 和（13.0±7.9）ml。消融后

1、3、6、和 12 个月随访 RFA 组和 MWA 组 VRR 分别是 22.7±13.4%vs. 24.0±16.1%

（ P=0.681 ） ,56.1±19.5%vs.54.8±22.8% （ P=0.788 ） ， 77.9±21.0%vs.68.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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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8）,85.4±18.9%vs.75.8±19.4%（P=0.029）。术后 1 和 3 月两组的 VRR 未见明显的统

计学差异；术后 6 和 12 个月，RFA 组 VRR 较 MWA 组更大，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

0.05）。消融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可见明显好转且甲状腺功能被保留。MWA 组和 RFA 组术后出现轻

度声音嘶哑的患者分别有 2%和 2.8%，未经治疗自行好转；RFA 组 1 例出现术中出血 10mL；余

患者均未发生颈部瘢痕、术后感染、皮肤灼伤、气管食管损伤等并发症。术后一年的 VRR 与结节

基线体积：基线体积（β 值=-0.788. P=0.008）、负相关；男性疗效较女性更优（β 值=-10.027. 

P=0.029）；射频疗效较微波更优（β 值=-8.947. P=0.040）；甲状腺功能、肝功能、年龄和结节

成分与 VRR 无明显的关联。 

结论  RFA 和 MWA 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安全有效且并发症少，消融 6 月后 RFA 疗效更佳。结节

的基线体积会负面影响消融后甲状腺良性结节体积的缩小，消融方式、女性也是影响疗效的独立因

素。甲状腺功能、肝功能、年龄和结节成分与 VRR 无明显的关联。 

 
 

PU-0306 

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伴与不伴桥本 

甲状腺炎的临床病理特征的比较研究 

 
倪美琪,王旖君,史晓光,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PTMC）伴与不伴桥本甲状腺炎（HT）的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

同时探讨影响 PTMC 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因素。 

方法  随机选取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PTMC 患者 560

例，其中伴 HT 者 280 例，不伴 HT 者 280 例。收集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甲功、转移等临床病

理特征，并电话随访术后 I-131 治疗、L-T4治疗、复发、死亡等情况。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

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比较上述临床病理特征的差

异性，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与 PTMC 不伴 HT 者相比，PTMC 伴 HT 者中女性所占比例更高（93.9% vs 70.7%，

P=0.000），年龄更小[44（35，51）岁 vs 46（38，54）岁，P=0.005]，TSH 水平更高[2.04

（1.34，3.06）mIU/L vs 1.44（0.94，2.09）mIU/L，P=0.000]，FT4 水平更低[13.65（12.35，

14.64）pmol/L vs 13.89（12.80，15.16）pmol/L，P=0.011]。两者在 FT3 水平、颈部淋巴结转

移、远隔转移、双叶累及、单发肿瘤大小、术后 I-131 治疗，术后 L-T4治疗、腺内复发及死亡上无

统计学差异。与 PTMC 不伴颈部淋巴结转移者相比，PTMC 伴颈部淋巴结转移者的年龄更小[38

（31，46）岁 vs 47（39，53）岁，P=0.000]，单发肿瘤更大[5.0（4.0，8.0）mm vs 4.0（3.0，

6.0）mm，P=0.023]，更易累及双叶（27.9% vs 11.9%，P=0.000），术后行 I-131 治疗的机率更

大（38.6% vs 9.0%，P=0.000），腺内复发率更高（2.2% vs 0%，P=0.045）。两者在性别、吸

烟、TSH 水平、FT4水平、FT3水平、TPOAb 滴度、TgAb 滴度、术后 L-T4治疗及死亡上无统计学

差异。 

结论  1、PTMC 伴 HT 者表现为女性所占比例更高，年龄更小，TSH 水平更高，FT4 水平更低。

2、PTMC 伴颈部淋巴结转移者表现为年龄更小，单发肿瘤更大，更易累及双叶，术后行 I-131 治

疗的机率更大，腺内复发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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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07 

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对妊娠结局影响的 Meta 分析 

 
张丽娟,温俊平,林纬,黄惠彬,梁继兴,李连涛,林丽香,陈刚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荟萃分析探讨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方法  系统检索电子数据库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NKI，VIP，万方，截止

2017 年 12 月以前发表的有关甲状腺癌碘 131 治疗后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的相关文献。由 2 名研究人

员按纳入、排除标准独立进行文献筛查，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ewcastle Ottawa Quality 

Assessment Scale，NOS）评价纳入文献的质量。然后应用 Stata/SE 1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以随机效应模型（P≤0.1 或 I2>50%）或固定效应模型（P>0.1 且  I2≤50%）

合并统计量。用森林图表示 Meta 分析的统计结果，应用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探究异质性来源，

采用 Egger 法和 Begg 法检测发表偏移。主要结局指标是妊娠结局，包括自然流产、人工流产、活

产、早产、死产或死胎。 

结果  共纳入 7 个观察性研究，包括 14212 个病例，3106 人次妊娠，其中观察组即碘 131 治疗组

妊娠数 1939 例，对照组即无碘 131 治疗组妊娠数 1167 例。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与否对自然

流产无显著影响（OR=1.05,，P=0.703）；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与否对人工流产无显著影响

（OR=1.05, P=0.861）；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与否对早产无显著影响（OR=1.50，

P=0.064）；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与否对死产/死胎无显著影响（OR=0.63，P=0.406）；甲状

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与否对流产无显著影响（OR=1.08，P=0.574）；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妊

娠时间与末次碘 131 治疗时间间隔大于 1 年者发生流产的风险低，前者发生率是后者的 0.52 倍

（OR=0.52,，P=0.000）；甲状腺癌术后碘 131 治疗剂量大于 100mci 和小于 100mci 对流产无影

响（OR=0.91，P=0.526）。 

结论  DTC 术后碘 131 治疗妊娠时间与末次碘 131 治疗时间间隔大于 1 年者发生流产的风险低；

DTC 术后患者碘 131 治疗与否对流产、早产、死产/胎、活产的结局及剂量大小对流产结局无显著

影响。建议 DTC 患者碘 131 治疗后应在 1 年内避免生育。 

 
 

PU-0308 

射频消融术治疗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疗效分析 

 
张俊荣,孙良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射频消融术后甲状腺功能、大小及有无复发从而评估射频消融

术的疗效。 

方法  1、对 30 例经甲状腺穿刺活检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行射频消融术，术前评估甲状腺

8 项、传染病 4 项、凝血功能、心电图及甲状腺多普勒超声 

2、所有患者均采用平卧位，充分暴露颈部，常规消毒铺巾，2%盐酸利多卡因局麻，超声引导择点

定位，射频针进入甲状腺结节内，移动消融，至结节全部为强回声覆盖，缓缓灼烧针道后退针，术

后纱布覆盖。 

3、对所有射频消融术的患者分别于术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进行追踪随访，观察甲状腺

功能、甲状腺彩超、甲状腺体积的大小及有无复发。 

结果  30 例行射频消融术的患者，术后仅有 2 例出现发热，给予 2 天抗生素后体温恢复正常，余未

诉特殊不适。30 例患者在随访期间，复查甲功均未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复查彩超未见周围淋

巴结肿大，且甲状腺体积未见明显增大。术后无一人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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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符合条件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者行射频消融术既经济又安全有效，术后并发症少，恢

复快，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几率低，复发率低。 

 
 

PU-0309 

新疆原碘缺乏地区实行食盐加碘调整后 

育龄期妇女 TSH 正常值范围的建立 

 
王新玲,阿地拉·阿里木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原碘缺乏地区实行食盐加碘调整后育龄期妇女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参考范围及可

能影响因素的分析。  

方法  按美国国家临床生化协会所提出的指南，利用 2013 年 5 月在乌鲁木齐某社区甲状腺疾病流

行病学调查的 2 080 例数据，选取资料完整的年龄 18～45 岁维吾尔族、汉族女性总计 356 例，其

中维吾尔族 182 例，平均年龄（34.79±7.26）岁，汉族 174 例，平均年龄（35.45 ± 7.33）岁。记

录 BMI、血脂、尿碘、甲状腺相关抗体等基本资料并完善问卷调查。  

结果  汉族、维吾尔族育龄期妇 TSH 95%CI 分别为 0.86-6.47μIU/ml 和 0.55-6.86μIU/ml,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Z=-2.579，P=0.01)。 

结论  育龄期妇女 TSH 水平正常范围维吾尔族高于汉族。 

 
 

PU-0310 

LT4 干预妊娠期母体亚临床甲减改善后 

代神经智力发育的作用机制探讨 

 
陈健,张帆,林心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甲状腺激素（TH）对于正常的脑发育是必不可少的。妊娠期母亲轻微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也

可能导致后代的神经智力障碍。神经营养因子与许多脑细胞的功能相关，p75 神经营养因子受体

（p75NTR）在神经系统发育和功能方面起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在阿尔茨海默病大脑中 p75NTR 信

号通路激活影响到学习记忆相关的蛋白表达，但 p75NTR 介导的与细胞凋亡相关的信号传导通路在

妊娠期亚临床甲减的后代脑发育中的作用目前还不清楚。本文探讨后代仔鼠大脑皮质的 p75NTR 信

号通路相关因子的表达和作用，以及孕期 LT4 治疗母鼠亚临床甲减是否可通过改变 p75NTR 信号通

路相关因子的水平改善仔鼠脑发育。 

方法  90 只 Wistar 雌鼠随机分成 CON 组、OH 组、SCH 组、E10 组（妊娠第 10 天开始治疗）、

E13 组、E17 组，在仔鼠 P7 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仔鼠大脑皮质中 p75NTR、Bax、p53、JNK、

p-JNK 的表达，仔鼠 P40 时行水迷宫及 LTP 检测。 

结果  在水迷宫实验中 OH 组和 SCH 组母鼠的后代的逃避潜伏期（前 4 天）均较对照组有时间延长

的趋势。与对照组相比，第 5 天 E10、E13 干预组仔鼠穿越平台象限的次数无差异（P=0.688，

P=0.581），E17 干预组明显降低（P=0.016）。LTP 诱导实验结果显示 SCH 组和 OH 组的 f-

EPSP 斜率升高的百分比较 CON 组降低（P<0.05），SCH 组略高于 OH 组（P<0.05）；在干预

组中，E10、E13 组后代与 CON 组无差异（P=0.1，P=0.051），但明显高于 SCH 组

（P<0.05），而 E17 组明显低于 CON 组（P<0.05）。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与 CON 组相比，

在 E13 组、SCH 组及 OH 组产后第 7 天仔鼠皮质的 p75NTR 表达水平明显增加，在 E10 组、E17

组无明显差异；p75NTR、Bax、p53 和 pJNK 在 SCH 组和 OH 组的表达均高于 CON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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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p75NTR、Bax 和 p53 在 E10 组中明显低于 SCH；p75NTR、Bax 在 E13 组与 SCH 组

无差异。  

结论  孕鼠妊娠期亚临床甲减能够对后代学习记忆能力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可能与皮质 p75NTR表达

增加并诱导激活了 JNK-p53-Bax 信号通路导致神经元凋亡有关，而在 E10 之前应用 LT4 治疗可有

效改善后代学习记忆能力。 

 
 

PU-0311 

甲状腺结节患者泌乳素水平的研究 

 
晁楠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比较良、恶性甲状腺结节患者及其亚组间的泌乳素水平，以帮助了解泌乳素在甲状腺结节及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发生及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4 月因甲状腺良性结节或甲状腺癌于我院甲状腺外科就诊的

300 名患者的术前血清，于-80℃保存。根据性别和年龄配对原则（年龄差不超过 5 岁）从以上

300 名患者中选取甲状腺良性结节和甲状腺癌患者各 100 名，收集其一般资料、术前甲状腺自身免

疫性抗体（TPOAb 和 TgAb）及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术前超声检查结果、手术记录和病理报告并

测其血清泌乳素水平。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最后甲状腺良性结节组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共 79

名，甲状腺癌组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共 83 名。首先，比较两组患者的血清泌乳素水平。其次，根

据结节特性等的不同将两组患者进行多种方式的再分组，比较各亚组患者的血清泌乳素水平。 

结果  甲状腺良性结节组和甲状腺癌组的中位 PRL 水平（mIU/L）分别为 117.0（75.5-181.0）和

122.0（86.9-185.0），两组 PRL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 = 0.923）。甲状腺良性结节组中 TgAb 和

（或）TPOAb 阳性组（n = 10）及 TgAb 和 TPOAb 均阴性组（n = 67）的中位 PRL 水平

（mIU/L）分别为 89.8（58.4-124.5）和 128.0（83.3-197.0），TgAb 和 TPOAb 均阴性组 PRL 水

平显著高于 TgAb 和（或）TPOAb 阳性组（P = 0.040）。 

结论  本研究未发现良、恶性甲状腺结节患者的泌乳素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提示泌乳素与甲状腺癌

发生发展可能无关。但大样本及泌乳素亚型研究仍有必要。甲状腺良性结节组中 TgAb 和 TPOAb

均阴性组泌乳素水平显著高于 TgAb 和（或）TPOAb 阳性组，这一结果也有待大样本研究证实。 

 
 

PU-0312 

一例家族性异常白蛋白血症性高甲状腺素血症 

合并甲状腺癌报道及文献复习 

 
王坤玲,何向辉,张桂芝,朱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家族性异常白蛋白血症性高甲状腺素血症（ Familial dysalbuminemic 

hyperthyroxinemia, FDH）合并甲状腺癌的患者，分析探讨 FDH 与甲状腺乳头状癌之间的关系，

并对 FDH 病例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病例资料汇总分析及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女性，61 岁，因“心悸”症状就诊，检查发现 TT4、FT4 水平升高、而 TT3、FT3 和 TSH

水平正常，甲状腺自身抗体均为阴性，同时发现甲状腺结节，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伴结节性甲

状腺肿。应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2 年，治疗期间监测甲功发现 TSH 水平升高，TT4 和 FT4 波动于

正常上限和升高之间，TT3 和 FT3 正常；甲状腺结节逐渐增大；进一步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检

（FNA）检查，结果未见细胞不典型增生和恶性征象，考虑为结节性甲状腺肿。之后 5 年复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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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甲功仍表现为 TT4、FT4水平升高、而 TT3、FT3和 TSH 水平正常；甲状腺结节增大伴恶性征

象，后经手术病理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女儿及外孙女具有类似的甲功表现，经基因检测显

示三代三人 ALB 基因 7 号外显子存在 c.653G>A 杂合变异，该突变导致 p.Arg218His（R218H）

变异，为致病突变，确诊为家族性异常白蛋白血症性高甲状腺素血症。 

结论  FDH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是由于编码白蛋白的基因异常，导致白蛋白结构异

常，异常构象的白蛋白与 T4亲和力增强，导致 TT4检测水平假性升高，而 TSH 水平正常，常被误

诊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FDH 多见于高加索人群，目前报道的突变类型包括 R218H、R218P、

L66P、R218S 和 R222I。中国人群共报道 3 个 FDH 家系，本家系为第 4 个，突变类型均为

R218H。这是首个 FDH 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病例报道，患者发生甲状腺乳头状癌不能除外与应

用抗甲状腺药物后 TSH 水平明显升高的刺激作用有关，但二者的关系尚需要进一步积累病例并总

结。 

 
 

PU-0313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中 TAM 受体信号通路的表达 

 
赵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桥本甲状腺炎（HT）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疾病，是甲减的常见原因。TAM 受体信号

通路的缺乏可以造成人类慢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成人组织中，TAM 受体信号通路对于吞

噬和清除凋亡细胞至关重要，还对天然免疫反应起到反馈抑制作用，与多种自身免疫疾病有着密切

联系，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炎症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及多发性硬化症等。然而其在

HT 中的作用仍不为人知，本研究旨在揭示 TAM 受体信号通路在 HT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1、纳入 HT 患者和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对照各 40 例，收集他们的甲状腺组织，分别通过实时

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免疫荧光检测 TAM 受体及配体在甲状腺组织中的 mRNA 表达、蛋

白表达及定位。2、纳入 90 例 HT 患者及 30 例对照，HT 患者被分为了三组：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组（OH）、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组（SCH）及单纯高抗体组（Isolated Ab），收集他们的血

清，通过 ELISA 法测定 sTyro3，sAxl，sMerTK，Gas6 和 ProS 的血清水平，评估它们的表达与

一些临床指标的关系。3、纳入 15 例 HT 患者及 18 例对照，收集 PBMC，流式细胞术检测 TAM

受体及配体在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上的表达。 

结果  1、在 HT 患者的甲状腺组织中，Gas6 的 mRNA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相比明显减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Gas6 的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相比明显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Gas6 表达在 HT 患者非淋巴细胞浸润区的甲状腺滤泡上。2、在 HT 患者中，

sMerTK 的血清水平明显升高，特别是在 OH 组和 SCH 组，且其血清水平与 TPOAb 和 TSH 水平

呈正相关。此外，在 HT 患者中，ProS 血清水平明显降低，且与 TPOAb 呈负相关。5、TAM 受体

及配体在 T 淋巴细胞上的表达量较低，在 HT 患者中，Tyro3、Axl、ProS 在 T 淋巴细胞上的表达

量较对照组相比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AM 受体及配体在 B 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

上的表达量较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在 HT 患者的甲状腺组织中，Gas6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在 HT 患者的血清

中，sMerTK 的表达水平升高而 ProS 的表达水平降低。TAM 受体信号通路可能在 HT 发病中起到

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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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4 

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SREBP1）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和功能研究 

 
刘静 1,2,关海霞 1,2 

1.医大一院 

2.中国医科大学 

 

目的   在肿瘤细胞中，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 （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REBP1）是参与脂肪酸合成的主要转录因子，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过度表达并参与脂

肪酸合成相关基因的调控，但在甲状腺癌领域尚未有研究涉及。甲状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在人群中的发病率约 1.5%，其中乳头状甲状腺癌（PTC）所占比例高达 95%。因此，本研究对

SREBP1 在 PTC 中的表达和功能进行探索，期望为 PTC 的靶向治疗从脂肪酸代谢领域提供新的思

路。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 95 例 PTC 组织和 28 例癌旁正常组织中 SREBP1 的蛋白表

达及蛋白在细胞中定位情况；用实时 RT-PCR 技术检测 40 对 PTC 癌和癌旁正常组织中 SREBP1

在 mRNA 层面上的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四株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系 K1、IHH4、

BCPAP、TPC-1 和一株甲状腺细胞系 Nthy-ori3-1 中 SREBP1 蛋白的表达情况。接着对 SREBP1

表达较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系 TPC-1 和 IHH4 进行小干扰 RNA(siRNA)转染，通过 CCK-8、

流式细胞术、Transwell 实验分析 siSREBP1 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系 TPC-1 和 IHH4 细胞增殖、

凋亡、迁移、侵袭的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检测 siSREBP1 对 ACLY、ACCA、FASN 这三个脂肪酸

合成相关的重要基因的 mRNA 及蛋白表达的直接影响，同时采用油红 O 染色技术评估 siSREBP1

对细胞内脂肪含量的间接作用。 

结果  SREBP1 在 PTC 组织中高表达，和较大的肿瘤直径（≥2 cm）、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较

高（III 期和 IV 期）以及甲状腺腺外侵袭相关（P<0.05）；与对照组相比，SREBP1 siRNA 可减慢

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系 TPC-1 和 IHH4 的细胞增殖速度，降低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诱导细胞凋

亡，同时降低细胞内脂肪酸合成相关基因 ACLY、ACCA、FASN 的表达并降低脂滴含量。 

结论  SREBP1 在 PTC 组织中表达升高，影响癌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迁徙及细胞内脂肪酸

合成，为 PTC 潜在的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PU-0315 

糖尿病患者合并低 T3 综合征 25 例临床分析 

 
张立莹,王晓敏 

兰州大学附属白银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患者合并低 T3（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综合征的临床意义及治疗原则。 

方法  收集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科住院的糖尿病患者（男 10 例，女 15 例，年龄

15 岁--71 岁，平均年龄 52.1 岁。所有患者均无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的病史及临床表现。我院甲状腺

功能的测定采用化学发光法，所以患者检测总 T3（TT3）、总 T4（TT4）、游离 T3（FT3）、游

离 T4（FT4）、促甲状腺素（TSH）、rT3 水平。）观察治疗前及治疗后甲状腺功能情况。对照组

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总 T3（TT3）和游离 T3（FT3）明显降低，反 T3

（rT3）明显升高（P〈0.05），血清甲状腺素（T4）、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正常。在治疗

原发病 2 周后（所有患者均给予补液、应用胰岛素降血糖、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失衡、治疗并发症及

合并症、积极去除酮症酸中毒的的诱因等抢救措施，病情于 1-3 天内趋于稳定。所有患者均未使用

甲状腺激素），化验患者的甲状腺激素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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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患者合并低 T3（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综合征在临床较常见，糖尿病合并低 T3 综合征

多见于有各种并发症的患者，尤其是有严重的并发症者，低 T3 综合征是患者疾病危重的信号，它

与糖尿病患者的病程长短和血糖高低关系不大。糖尿病与低 T3 综合征密切相关，甲状腺激素在判

断糖尿病严重程度及预后有临床意义，为临床糖尿病的防治可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PU-0316 

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血镁变化与低钙血症的临床关系分析 

 
王文龙,李新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低钙血症是甲状腺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约 1.6％-71％，纵多文献已经对术后

低钙血症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研究。然而，对低镁血症在分化型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低钙

血症的作用报道较少，镁离子是细胞内第二大阳离子，超过 300 种涉及能量代谢和蛋白质、核酸合

成的酶促反应需要镁作为辅因子，血镁通过调节 PTH 合成和（或）分泌影响术后血钙水平，其机

制涉及多个方面。关于术后低镁血症否可作为术后低钙血症的预测因素及术后低钙血症的患者是否

需要补镁治疗等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希望在本研究中探讨低镁血症与生化低钙血症和症状性

低钙血症的关系，从而为术后低钙合并低镁血症的相关研究提供相关背景和新的思路。本研究旨在

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血镁浓度在生化型低钙血症和症状性低钙血症的的关系。 

方法  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同一手术组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行甲状腺手术的 191 例分化型

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和相关检验确定生化和

症状性低钙血症与术后血镁的关系。 

结果  40 例（20.94%）患者术后出现低镁血症，低镁血症的发生率在低钙血症组较正常血钙组明

显升高（31.25% v.s15.75% , P<0.001)，术后生化型低钙血症和症状性低钙血症发生率分别为

33.51%、24.08%。相比术后血钙正常患者，低钙血症患者中术后 24 小时血镁浓度较术前明显下

降（ P<0.05 ），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女性）（ OR=6.92 ， P=0.001 ）、 MRND

（OR=4.42，P=0.003）、甲状旁腺功能减退（OR=3.62，P=0.003）是导致生化型低钙血症的独

立危险因素。然而，症状性低钙血症仅与 MRND（OR=2.876，P=0.020）和甲状旁腺功能减退

（OR=9.057，P<0.001）有关。术后血镁浓度及低镁血症在生化型或症状型低钙血症的发生无明

显相关性（p>0.05）。 

结论  血镁浓度在甲状腺切除术后普遍降低，尤其是在低钙血症患者，但术后血镁浓度及低镁血症

并不是术后低钙血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317 

新的 SERPINA7 突变导致先天性完全性甲状腺激素 

结合球蛋白缺乏症的病例报告 

 
党萍萍,单忠艳,肖伟伟,于晓会,王冉冉,赵得发,梁越,滕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我们报道了发生在中国汉族家系中，一种新的 SERPINA 7 突变导致先天性完全性甲状腺激

素结合球蛋白缺乏症（TBG-CDC）。 

方法  家系调查和 DNA 直接测序方法对先证者及家系成员进行 SERPINA 7 基因测序分析。自动化

学发光法检测甲状腺功能及甲状腺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HRM 和 DNA 测序方法对基因多态性

(TBG-Poly)在中国北方人群中发生率进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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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先证者 TT4 和 TT3 水平降低，TSH、FT4、FT3 水平正常，TBG 水平检测不到，提示甲状腺

激素结合球蛋白完全缺乏。SERPINA 7 基因全部外显子区域测序结果提示，Exon1 有大片段核苷

酸插入，c.381_382insTTGCAGATAGGAAATGCCC，p.Phe115Alafs*21，（不包括前 20 个信号

肽）引起框移突变，导致提前出现终止密码子。基因突变后最终编码一个截短 TBG 蛋白质，与正

常蛋白相比，缺少 66%的 C-端氨基酸。SERPINA 7 基因位于 X 染色体上，对于 TBG-CD 表型，

半合子男性患者血清 TBG 水平检测不到；而女性杂合突变患者，存在 X 染色体剂量补偿效应，

TBG 水平介于半合子男性患者和正常男性之间。先证者弟弟和先证者都是半合子基因型，先证者

母亲是杂合突变基因型，他们都是完全性 TBG 缺乏，提示先证者母亲可能存在 X 染色体选择性失

活，从而出现与半合子男性患者一样的表型。在这个家系中我们还发现，先证者父亲 Exon3 存在

错义突变，c. G909T, p. Leu283Phe，已经有报道证实该突变类型属于 SERPINA 7 基因多态性，

TBG-Poly, L283F，TBG-Poly 与 TBG-C 功能没有差别，也不会导致 TBG 水平改变。我们对 117

例中国北方汉族男性人群进行了研究，筛查出 25 例 TBG-Poly，发生率 21.37%。对先证者父亲和

筛查出的人群进行甲状腺功能和 TBG 检测，发现在汉族人群中这个位点突变会导致部分患者总甲

状腺激素和 TBG 水平改变。 

结论  我们报道了一种新的导致 TBG-CD 表型的 SERPINA 7 基因突变类型。先前报道中，导致

TBG-CD 表型的 SERPINA 7 基因突变，主要是核苷酸的缺失、错义突变和无义突变类型。据我们

所知，在 SERPINA 7 基因外显子区域的大片段核苷酸插入突变，TBG-CDC，还是首次报道。

TBG-Poly 虽不是一个新的突变类型，但这种基因多态性突变导致 TBG 水平和总甲状腺激素水平发

生改变却是第一个报道。 

 
 

PU-0318 

甲亢病人治疗前后体重变化、脂联素水平 

以及血糖代谢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刘海蔚,陈道雄,陈开宁,全会标,张华川,莫泽玮,刘欢欢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甲亢病人治疗前后体重变化、脂联素水平以及血糖代谢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甲亢患者 59 例为研究对象。治疗前、治疗后，

测量身高、体重；检测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促甲状腺素

受体抗体（TRAb）和促甲状腺激素（TSH）、空腹血糖（FBG）、脂联素（APN）、空腹 C 肽和

空腹胰岛素水平 

结果  治疗后，FT3、FT4 和 TRAb 水平显著降低，而 TSH 水平显著上升（P<0.05）。治疗后，

BMI 显著上升（P<0.05）。治疗后， FBG、HomaIR 和 APN 显著降低（P<0.05），而瘦素、空

腹胰岛素和空腹 C 肽均显著上升（P<0.05）。治疗前，血清 APN 与 FT4、FT3 呈正相关

（R=0.783，R=0.812，P<0.05），与 BMI、HOMA-IR 呈负相关（R=-0.267，R=-0.315，

P<0.05）。治疗后，血清 APN 与 FT4、FT3 呈正相关（R=0.569，R=0.733，P<0.05），与 BMI

呈负相关（R=-0.312，P<0.05） 

结论  甲亢患者经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后体重上升，胰岛素抵抗改善，血清脂联素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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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9 

甲状腺激素水平对初发急性 ST 段 

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郑辉 1,常宝成 2,崔晓 2,葛焕琦 1 

1.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内分泌研究所，卫生部激素与发展重点实验室 

 

目的  本研究观察甲状腺激素水平对初发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急性期心功能的影

响 

方法  本研究总共纳入 226 例初发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患者住院后 24 小时内，应用全

自动免疫分析仪进行测定血清中甲状腺激素水平，包括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总甲状腺素和促甲状

腺激素。根据 TT3 和 TT4 的四分位数，各自分成四组。所有患者到达医院后，立即进行心脏超声

检查，测定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D）和左心房内径（LAD）。立

即取血测定脑钠肽（BNP）、肌钙蛋白（TNI）、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随机血糖、血钾、血肌酐等。 

结果  TT3 水平较高的患者与 TT3 水平的患者比较，BNP 水平显著下降。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TT3、EF、年龄、发病时间的下降和病变血管支数是 BNP 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无论是依据 TT3

还是依据 TT4 分组，各组间 LVEF、LVD、LAD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T4 水平与血管病变支数和

TNI 峰值呈 J 型曲线，最低的 TNI 峰值和血管病变支数最少是在 TT4 分组的 74.2-82.4 Iu/ml 组。 

结论  在初发急性 STEMI 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是以 BNP 为标志物的心脏功能的独立危险因

素。 

 
 

PU-0320 

不孕症患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分析 

 
孟祥颖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检测不孕症患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探讨甲状腺功能异常在不孕症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分析方法检测我院生殖中心 4587 例不孕症患者（原发性不孕症患者 3014 例、

继发性不孕患者 1573 例）和同期 459 例健康体检女性的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T3,  FT3）、

游离甲状腺素（free-T4, FT4）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水平，对甲状

腺激素测量值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不孕组甲状腺功能异常者 192 例，占 4.18%（192/4587），其中原发不孕组中甲状腺功能异

常者占 4.44%（134/3014），继发不孕组中甲状腺功能异常者占 3.69%(58/1573)，而对照组 459

例中甲状腺异常者 2.83%（13/459），不孕组的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尤其是亚临

床甲低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不孕症患者的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健康妇女，尤其是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病

率，所以对于不孕症患者的甲状腺功能检测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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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 TRAb 

在中国人群 Graves 病中的诊断价值 

 
刘畅,金婷,肖伟伟,王冉冉,梁越,党萍萍,赵得发,王威,张丹,单忠艳,滕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ECLIA）检测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对中国人群

Graves 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罗氏 ECLIA 检测系统，测定 409 例 Graves 病新发患者、100 例甲状腺结节患者、103

例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甲状腺功能正常患者、84 例临床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其中 69 例

为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15 例为甲状腺自身抗体阴性）和 60 例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的血清 TRAb

水平。 

结果  （1）ROC 曲线分析显示，TRAb 值为 1.72IU/L 为诊断 Graves 病的最佳切点值。TRAb 值为

1.72IU/L 时，诊断 Graves 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5.11%和 96.25%，诊断 Graves 病的阳性

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6.77%和 94.35%。 

（2）以 1.72IU/L 为诊断阈值，4.8%的 Graves 病患者 TRAb 阴性。1% 的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甲

状腺功能正常患者中 TRAb 阳性；5% 的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同时伴有 TRAb 阳性；在临床或亚临

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中，9 人 TRAb 阳性，且均合并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甲状腺自身抗体阴性

的临床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 TRAb 均为阴性。 

结论  新一代全自动 ECLIA 检测 TRAb 对于中国人群 Graves 病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在 Graves 病和其他甲状腺疾病的鉴别诊断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0322 

Survivin 基因多态性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相关性研究 

 
李寅辉 1,樊勇 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新疆地区甲状腺结节患者 survivin 基因 rs9904341 位点基因多态性分布特征，探讨

survivin 基因 rs9904341 位点基因多态性对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易感性。 

方法  从选择 2013 年 1 月-7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与甲状腺外科住院的 85 例确诊为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作为病例组，其中男性 24 例，女性 61 例，84 例确诊为结节性甲状腺肿的

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69 例，用 Hardy-Weinberg 平衡检验样本群体代表性，采

用单链测序方法对 survivin 基因 rs9904341 位点基因多态性进行检测。 

结果  在病例组女性与对照组女性亚组对比中发现，病例组(CG:CC+GG),基因频率(49.18%)高于对

照组(CG:CC+GG)基因频率(31.8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R（95%CI）=2.067(1.013,4.22),P 

=0.046。 

结论  在甲状腺结节患者中，survivin 基因 rs9904341 位点突变杂合基因型 CG 可能是女性发生甲

状腺乳头状癌的易感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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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3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与女性甲状腺乳头状癌患病风险的相关性 

 
贾晓蒙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自身抗体与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收治并行手术治疗、病理结果明确的 6412 例甲状腺

结节患者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分为良性结节组和乳头状癌组，分析组间自身抗体分布的差异及自身

抗体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相关性 

结果  1）甲状腺乳头状癌组 TgAb 阳性率明显高于良性结节组（10.9%：5.6%，P<0.01）；将乳

头状癌根据癌灶大小（微小癌：直径小于 1cm；非微小癌：直径大于等于 1cm）分组后此差异仍

然存在。（2）TPOAb 阳性和阴性的患者中，甲状腺乳头状癌组 TgAb 阳性率均高于良性结节

(52.8%：29.7%，13.1%：6.6%；P<0.01)，TgAb 与乳头状癌患病率的相关性不受 TPOAb 影响。

（3）女性乳头状癌患者 TgAb 阳性率高于良性组（14.0%：7.0%，P<0.01），但男性两组间

TgAb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回归分析示女性甲状腺乳头状癌风险升高仅与 TgAb 有关（OR=2.18，

P<0.05），与是否合并桥本甲状腺炎和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无关,但乳头状癌患病风险不随 TgAb

滴度增加而进一步升高。（4）TgAb 阳性与否与乳头状癌侵袭能力（肿瘤直径，多癌灶，淋巴结转

移，TNM III/IV; P>0.05）无明显相关 

结论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与女性甲状腺乳头状癌患病风险升高有关，但不随抗体滴度增加而进一

步升高且与肿瘤侵袭能力无关 

 
 

PU-0324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致生长发育迟缓 1 例临床分析 

 
张晓琳,郗光霞,郑彩虹,陈晓琴,赵诗钰,高林琳,任伟,李晓丽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目的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为临床常见疾病，治疗已逐渐趋于规范化，但其特殊临床表现以及

对特殊人群的影响各不相同，临床上难免出现漏诊、误诊。本文通过对 1 例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致生长发育迟缓病例的特点分析总结，并进行文献复习，对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对于儿童及

青春期女性生长发育的影响、病理生理改变、治疗及预防进行阐述。 

方法  总结 1 例我院收治的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致生长发育迟缓病例的临床表现、治疗过程及

经验，同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我院收治 1 例 15 岁青年女性，自 9 岁开始发现身材较同龄人矮小，但身材比例匀称，无发

育畸形，无智力障碍，无嗅觉缺失。11 岁－15 岁之间身高增长约 9cm。11 岁开始出现乳腺发育，

无乳晕，但发育缓慢，较同龄人小，无阴毛、腋毛生长，外阴无色素沉着，无月经初潮。查染色体

为 46，XX；甲状腺功能提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性激素、皮质醇节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生长激素均未见异常；骨龄片提示可见 8 块腕骨，骨骺未闭合；妇科超声示子宫前位，双侧卵巢均

可见小囊样回声；垂体 MRI 示垂体增生。诊断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给予口服左甲状腺素

钠片 50ug/日，治疗 2 月后月经初潮，复查垂体核磁示垂体体积较前减小；治疗半年复查甲状腺功

能正常。总结相关文献，目前国内外对于单纯甲减引起的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垂体增生病例报道极

少，多数为先天性甲减引起呆小症，或甲减合并生长激素缺乏等原因而导致生长发育迟缓等。目前

已有的少数病例报道均为散发性，常有误诊、漏诊发生。甲减引起生长发育迟缓原因为甲状腺激素

对生长激素有协同作用，当甲状腺激素不足时，生长激素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儿童骨骺不愈合或愈

合慢, 出现生长迟缓；适量的甲状腺激素还有刺激促性腺激素及性激素分泌的作用，甲状腺激素不

足时，常伴性发育迟缓。因此诊断前需充分评估患者相关激素水平，结合患者临床表现作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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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上则积极补充甲状腺激素，首选左甲状腺素钠。治疗期间需严密监测患者身高、第二性征发育

情况，必要时可联合生长激素以确保在骨骺闭合前达到理想身高。 

结论  女性身材矮小、青春期发育迟缓原因复杂、表现多样，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也可引起生

长发育迟缓，诊断过程中需抽丝剥茧，找到主要矛盾，针对性治疗，以免出现漏诊、误诊以及治疗

过度。 

 
 

PU-0325 

高海拔地区人群甲状腺结节患病及相关影响因素调查 

 
范晓霞 1,姚勇利 1,魏兰 1,胡耀嘉 2 

1.青海省人民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明确长期居住于高海拔地区人群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流行病学特征、结节超声影像学特点，

并就其与部分生活方式相关性进行分析。 

方法  于 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对青海省随机抽取 10 余个社区 18 岁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横断

面调查。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共有 2628 人纳入调查分析。平均年龄 43.37±1.53 岁，包括男性

1358 例，女性 1270 例。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对调查人群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甲状腺超声检

查。 

结果  1、甲状腺结节患者共 215 例，人群总体检出率为 8.2%。2、甲状腺结节患病率随年龄增长

而显著上升（P=0.000）。3、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结节患病率降低，趋势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0）。4、甲状腺结节组甲状腺各径线及体积均显著大于无结节组（P＜0.05）。5、单个

结节所占比率高于多个结节。6、女性吸烟组结节患病率显著高于不吸烟组（P=0.002），OR 为

1.523。7、不同饭菜口味组的结节患病率无统计学差异（P=0.399）。8、不同食用海产品习惯的

结节患病率无统计学差异（P=0.907）。9、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所示：年龄（P<0.001）、

女性（P<0.001）、吸烟（P<0.05）、学历（P<0.001）、职业（P<0.05）与甲状腺结节患病独立

相关，吃饭菜口味、食用海产品习惯与甲状腺结节患病无独立相关关系。结果经矫正，年龄、女性

是患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通过对 2628 例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研究为目标，获得了高海拔地区同一人群，同一条

件下大样本甲状腺结节的流行病学资料。人群总体患病率为 8.2%。在既往碘缺乏、目前碘超足量

的高海拔地区（青海地区）甲状腺结节与部分生活方式相关性分析，年龄（P<0.001）、女性

（P<0.001）、吸烟（P<0.05）、学历（P<0.001）、职业（P<0.05）与甲状腺结节患病独立相

关，吃饭菜口味、食用海产品习惯与甲状腺结节患病无独立相关关系。经矫正，年龄、女性是患甲

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326 

维吾尔、汉族妊娠妇女孕早期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的建立 

 
伊合巴兰·阿不都热合曼,罗蕴之,王新玲,陈园,玛依努·玉苏甫,张洁,郭艳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确定本实验室维吾尔（维）、汉族妊娠妇女孕早期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参考值范围。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科及产科门诊进行产检的孕早期单胎妊娠妇女，将符合

标准的 514 名（维/汉：200/314）妊娠妇女进入观察组，120 名育龄期正常妇女为非妊娠对照组，

进行抽血化验，测定促甲状腺素（TSH）、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尿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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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照组、维、汉族人群妊娠妇女孕早期 FT3 水平的中位数及参考范围分别是 5.45（4.49-

6.63）pmol／L，4.68（3.52-5.96）pmol／L，4.66（3.53-6.98）pmol／L，维、汉族妊娠妇女的

FT3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维=0.000，P 汉=0.000）；维、汉妊娠妇女之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96）。FT4 水平的中位数及参考范围分别是 14.63（10.47-20.18）

pmol／L，15.44（11.20-22.95）pmol／L，16.08（11.54-24.65）pmol／L，维、汉族妊娠妇女的

FT4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维=0.02，P 汉=0.000）；汉族人群的 FT4 水平

明显高于维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TSH 水平的中位数及参考范围分别是 4.35

（0.34-6.46）mlU／L，2.96（0.04-6.25）mlU／L，2.33（0.02-6.07）mlU／L，维、汉族妊娠妇

女的 TSH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维=0.000，P 汉=0.000）；维族人群的 TSH 水

平明显高于汉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尿碘水平分别是 136.5（37.03-198.08）

ug/L，158.50（51.02-337.97）ug/L，177.15（39.29-345.38）ug/L，维、汉族妊娠妇女的尿碘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维=0.034，P 汉=0.002），汉族的尿碘水平明高于维

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44）。 

结论  妊娠妇女甲状腺激素较非妊娠妇女明显变化，维，汉族人群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不同，每地

区应该制定种族特异性参考范围。 

 
 

PU-0327 

乌鲁木齐某社区维吾尔族、汉族育龄期 

女性甲状腺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伊合巴兰·阿不都热合曼,郭艳英,王新玲,罗蕴之,衣巴地古丽·库吐鲁克,木尼拉·阿不都乃依木,邢淑清,辛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新疆乌鲁木齐市某社区维吾尔族、汉族育龄期女性甲状腺疾病的检出情况。 

方法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2 个维吾尔族、汉族混居区采用横断面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 2080 名社

区居民，其中资料完整的育龄期女性一共 619 名（维/汉：388/231），年龄 18～45 岁，平均

（35.15±6.982）岁，静脉血测定促甲状腺素（TSH）、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 游离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FT3）、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B 超检测

有无甲状腺结节。 

结果  （1）维吾尔族、汉族人群中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检出率分别是 1.5%、0.4%；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亢进（亚甲亢）检出率分别是 1.3%、0%；甲状腺功能减低（甲减）检出率分别是

4.4%、0.9%；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亚甲减）检出率分别是 22.7%、22.9%；甲状腺结节检出

率分别是 16.2%、16.9%，其中单发结节检出率分别是 12.4%、13.9%，多发结节检出率分别是

3.9%、3.0%；TPOAb 阳性率分别是 24.6%、32.9%，TgAb 阳性率分别是 49.5%、22.9%；TgAb

合并 TPOAb 阳性率分别是 16.0%、17.7%。2. 维吾尔族中甲减检出率及 TgAb 阳性率明显高于汉

族（χ²=4.891，P=0.027; χ²=42.651，P=0.000） , 汉族中 TPOAb 阳性率明显高于维吾尔族

（χ²=4.889，P=0.027）。 

结论  乌鲁木齐某社区育龄期女性甲状腺疾病检出情况不容乐观，维吾尔族中甲减检出率及 TgAb

阳性率明显高于汉族。汉族中 TPOAb 阳性率明显高于维吾尔族。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292 

 

PU-0328 

Graves 病多个基因的拷贝数变异的分析 

 
宋荣华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Graves 病（Graves′disease，GD）是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参与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

前期有少数几个研究发现基因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可能会影响 GD 的发

病。本研究拟探寻拷贝数变异与 GD 的关系。 

方法  我们收集了 6 例 GD 患者的外周血，提取全基因组 DNA，进行基因芯片筛选了多个基因的拷

贝数变异情况，随后，我们通过 Accucopy assay 方法在 50 个 GD 患者和 50 个性别年龄相匹配的

正常对照者中对 5 个提示存在拷贝数变异的候选基因（CFH，CFHR1，KIAA0125，UGT2B15 和

UGT2B17）进行了验证，也通过 Taqman 实时定量 PCR 方法在 144 例 GD 患者和 144 例相匹配

的志愿者中对另外两个可能存在拷贝数变异的基因 TRY6 和 CCL3L1 的拷贝数情况进行了分析；另

外，还通过多聚酶链反应 -连接酶检测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ligase detection 

reaction，PCR-LDR）方法在 675 个 GD 患者和 898 个正常对照者中对 TRY6 相关的基因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位点 rs13230029 进行了基因分型。 

结果  我们的研究显示，CFH，CFHR1，KIAA0125，UGT2B15 和 UGT2B17 的拷贝数与 GD 没有

相关性，GD 患者组 TRY6 和 CCL3L1 的拷贝数分布与正常对照者相比没有差异。另外，TRY6 相

关的 SNP 位点（rs13230029）在 GD 患者组和正常对照者中的频率分布没有差异。同样，这些基

因的拷贝数变异或者 SNP 基因分型与临床表型之间也没有相关性。总的来说，这些基因，包括

CFH，CFHR1，KIAA0125，UGT2B15，UGT2B17，TRY6 和 CCL3L1 的基因拷贝数与 GD 发病

没有相关性。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提示多个基因，包括 CFH，CFHR1，KIAA0125，UGT2B15，UGT2B17，TRY6

和 CCL3L1 的基因拷贝数变异与 GD 的发生无关。 

 
 

PU-0329 

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中促甲状腺素水平 

与高血压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 

 
贺唯唯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甲状腺功能异常对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影响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但促甲状腺激素

（TSH）与甲状腺功能正常者的高血压风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方法  我们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横断面研究，以评估 TSH 与甲状腺功能正常者的高血压风险之间

的关系，并进行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 此外，为了更全面地评估 TSH 水平对甲状腺功能正常者高

血压风险的影响，我们还首次对相关队列研究或横断面研究进行了剂量-反应荟萃分析，以进一步

评估其影响关系。  

结果  研究纳入了上海市金山区 2,289 例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研究表明，在正常范围内的 TSH

水平中，处于参考值范围上限时的人群与高血压风险表现出阳性关系（OR = 1.29,95％CI 1.04-

1.61，P = 0.023），在校正混杂因素后，高血压的 OR 值仍具有统计学意义（OR = 1.32,95％CI 

1.01-1.72，P = 0.041）。Meta 分析共纳入 6 项研究，包含了 46,859 位个体。Meta 分析提示了在

甲状腺功能正常者中 TSH 水平与高血压发病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TSH 水平每升高

1 mIU / L 则高血压患病风险增加 1.09 倍（95％CI 1.04-1.14，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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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中，TSH 水平处于正常上限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

高于 TSH 水平处于下限者。TSH 影响高血压发生的机制需要更多的研究。 

 
 

PU-0330 

MGAI2 基因多态性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相关性 

 
贾西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s, AITDs）和腺上皮屏障损伤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由紧密连接基因家族(F11R, MAGI1, MAGI2, MAGI3, PARD3, PTEN 和 TJP1)编码的紧

密连接蛋白家族在维持甲状腺上皮细胞紧密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研究了 MAGI2、MAGI3

基因多态性与 AITD 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以 MAGI2（membrane-associated guanylate kinase inverted 2）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

位点 rs2160322 和 MAGI3 基因 rs1343126 位点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该研究纳

入了 846 例健康个体和 1001 例 AITDs 患者，其中包括 625 例 Graves 疾病患者（Graves’ disease, 

GD）和 376 例桥本氏甲状腺炎患者（Hashimoto’s thyroiditis, HT），然后从每个研究对象的外周

血中提取 DNA 并检测其在对应 SNP 位点上的基因构成。  

结果  尽管 MAGI2（rs2160322）的基因型在 AITDs 患者中仅体现出了临界阳性（P=0.048），但

其在 GD 患者中显示出强阳性结果（P=0.012）。rs2160322 的致病性等位基因 G 在 GD 患者中比

在健康对照组中显著增高(P=0.027;OR=1.91;95%CI=1.020-1.391)，尤其是在女性 GD 患者中

(P=0.008; OR=1.304;95%CI=1.072-1.587) 和 有 家 族 史 的 患 者 中 (P=0.011; 

OR=1.412;95%CI=1.083-1.843)。在纠正年龄和性别差异后的遗传模型分析中，隐性模型和纯合子

模型在 AITDs 患者(P=0.012; P=0.027)和 GD 患者中(P=0.004; P=0.008)均体现了明显的相关性。

此外，在 GD 患者组，等位基因模型也显示明显相关(P=0.025)。然而，我们的实验结果没有找到

任何 rs2160322 和 HT 相关的证据。由于 MAGI3 基因的多态性位点 rs1343126 在本次实验人群中

的突变率过低（<5%），未能得出可性度高的数据结果和结论。 

结论  本研究证明了 MAGI2 (rs216032)和 GD 的发病具有强相关性。MAGI2 基因的突变可能是诱

导 GD 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PU-0331 

膜连蛋白 A3 基因的单个核苷酸多态性是格雷夫斯病的风险因素 

 
李芊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膜连蛋白家族在肿瘤发展 、细胞骨架构成、钙相关通路信号传导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都起重

要作用。膜连蛋白 A3（Annexin A3，ANXA3)作为一种钙依赖性蛋白，广泛地表达在各种组织和

细胞上。目前尚不知道 ANXA3 是否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相关。 

方法  选取了从 2015 年至 2017 年在复旦附属金山医院就诊的 1026 名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

者，包括 643 名格 Graves 病及 383 名桥本甲状腺炎患者，也于该医院体检中心选取了 864 名健康

对照。所有受试者均采集静脉血，提取 DNA。通过多重 PCR 及高通量测序检测膜连蛋白 A3 的单

个核苷酸多态性（SNP），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被测试的位点 rs2867461 的等位基因 A 的频率在格雷夫斯病组较正常对照组具有显著差

异，在格雷夫斯病组较健康对照组升高， OR=1.170，P=0.038，提示 A 等位基因可能是格雷夫斯

病的风险因素。在桥本氏甲状腺炎患者及并未发现类似联系。2.在遗传模型的分析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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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867461 在等位基因模型及纯合子模型下，格雷夫斯病组与正常对照组间有明显差异，且在校正

年龄性别后这一差异依然具有统计学效应。 

结论  膜连蛋白 A3 的基因多态性与格雷夫斯病有显著关系，且可能是 GD 发生的一个风险因素。 

 
 

PU-0332 

Graves 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存在组蛋白甲基化修饰的异常 

 
闫妮 

陕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有的研究显示表观遗传学修饰异常参与了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然而，组蛋白甲

基化修饰是否参与了 Graves 病（Graves’ disease，GD ）的发病，目前尚未见有关研究报道。本

研究旨在研究 GD 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 H3K9、H3K4 的甲基化修饰水平及其相关

甲基化转移酶及去甲基化酶的表达，探讨组蛋白甲基化修饰在 GD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研究共招募符合诊断标准的 68 例 GD 患者及 32 例正常对照者，采用 EpiQuik™ 通用试剂盒

检测研究对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 H3K4、H3K9 的甲基化水平，qRT-PCR 检测 PBMCs

中相关甲基转移酶（SUV39H1、 SUV39H2 和 SETD1A）及去甲基化酶（JHDM2A、JHDM2A 和

LSD1）的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GD 组 PBMCs 中 H3K9 的甲基化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7），而 H3K4 甲基化在 GD

组 虽 有 降 低 趋 势 ， 但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 P>0.05 ） 。 组 蛋 白 甲 基 转 移 酶 (SUV39H1 和 

SUV39H2)mRNA 的表达在 GD 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而 SETD1A mRNA 表达量在

GD 组则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4）。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JHDM2A 和 JMJD2A mRNA 表达量在

GD 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p=0.007），而 JARID1A 和 LSD1 mRNA 表达量在 GD 组与

对照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本研究首次发现 GD 患者 PBMCs 中存在组蛋白甲基化异常修饰，可能是由于表观遗传学修

饰基因表达下调所致。组蛋白甲基化异常修饰可能参与了 GD 的发病，值得进一步研究。 

 
 

PU-0333 

甲亢性肝病及抗甲药所致肝损害的病例分析 

 
贾晨雨,李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甲亢合并肝损害患者的临床特征，甲亢性肝病患者的肝功能及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

探究抗甲药所致肝损害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1）回顾收集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内分泌病房 320 例甲亢

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合并肝损害者 199 例，包括甲亢所致肝损害 54 例，抗甲药致肝损害 30 例，

复合原因肝损害 115 例；无肝损害者 121 例，其中未经抗甲药治疗者 33 例。（2）将甲亢所致肝

损害患者纳入甲亢性肝病组（54 例），甲亢无肝损害未经药物治疗患者为甲亢无肝损害组（33

例），比较两组患者人口学数据，肝功与甲状腺功能，以及二者的相关性。（3）30 例抗甲药肝损

害患者甲巯咪唑 27 例，丙硫氧嘧啶 3 例。根据急性肝损害分类标准，将 27 例甲巯咪唑治疗致肝损

害病例分为，肝细胞型肝损伤组（7 例），胆汁淤积型肝损伤组（12 例）及混合型肝损伤组。探究

抗甲亢药肝损害患者的临床特征。 

结果  （1）甲亢性肝病组患者的血清 FT3、FT4、TRAb 水平（24.79±14.19 pmol/L、37.02±11.57 

pmol/L、16.03±12.22IU/L）明显高于甲亢无肝损害组，有统计学差异（p＜0.01、0.05、0.01）。

甲亢性肝病组患者 ALT、AST、ALP、GGT、TBIL 水平（64.94±68.68U/L、43.20±35.77U/L、

108.21±49.98U/L、57±59.36U/L、15.35±8.85U/L）高于甲亢无肝损害组，有统计学差异。甲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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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组患者肝功指标异常的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是 ALT 66.7％（36／54）、GGT 48.1％

（26/54）、AST 42.6％ （23/54）、ALP 38.9％（21/54）及 TBIL12.9％（7/54），肝功指标

ALT、AST、GGT 较正常值上限升高倍数为 1.1-1.6 倍。两组甲亢患者的 FT3、FT4、TRAb 与肝

功 ALT、ALP、GGT 水平呈正相关。（2）甲巯咪唑肝细胞损伤组、胆汁淤积组及混合组患者的年

龄、病程及用药时间比较有差异。 

结论  甲亢所致肝病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严重程度相关。抗甲药甲巯咪唑能引起肝细胞型、胆汁淤

积型及混合型肝损害，年龄、病程及用药时间可能与其引起的药物肝损伤类型有关。 

 
 

PU-0334 

LDOC1 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机制 

 
赵水英,秦贵军,王庆祝,李志臻,马晓君,吴丽娜,郭丰,吉鸿飞,黄凤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LDOC1 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PTC）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为 LDOC1

可能作为临床治疗靶点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方法  分析 LDOC1 在人 PTC 组织及正常甲状腺的表达；借助重组慢病毒载体技术过表达或下调

PTC 细胞（TPC-1 及 BCPAP）LDOC1 表达，观察 LDOC1 对 PTC 细胞生物学行为（增殖、凋

亡、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予 TNFα 刺激，检测核 P65 水平、NF-κB 活性及其下游蛋白表

达；予 NF-κB 抑制剂，观察 NF-κB 活性与 PTC 细胞生物学效应的关系。 

结果  与正常甲状腺组织相比，LDOC1 在人 PTC 组织低表达（P < 0.05）；功能研究示 LDOC1 抑

制 PTC 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抑制细胞侵袭及转移能力（P < 0.05），在体内抑制 PTC 细胞

裸鼠移植瘤生长；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 LDOC1 抑制基础的及 TNFα 刺激的核 P65 水平、NF-κB 转

录活性及其下游蛋白表达，予 NF-κB 抑制剂逆转 LDOC1 对 PTC 细胞生物学效应的作用（P < 

0.05）。 

结论  LDOC1 可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抑癌基因参与 PTC 的发生发展，其机制是通过调控 NF-κB 活性

发挥作用。 

 
 

PU-0335 

调节性 T 细胞在桥本甲状腺炎内脏脂肪中的作用及机制探讨 

 
杨敏 1,苏笠 2,陶琴 1,张晨昕 2,刘军 1 

1.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目的  桥本甲状腺炎是一种常见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合并胰岛素抵抗，但具体机制尚

不清楚。 

方法  我们研究了 HT 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发现 HT 患者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为了探讨胰岛素敏感

性受损与免疫状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了 HT 模型小鼠，其病理特征和免疫特征与 HT 患者相

似。 

结果  在 HT 模型小鼠中，正常小鼠外周血调节性 T 细胞（Treg）回输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

炎症反应。抗 CD25 抗体阻断 Treg 再灌注的有益作用，但延迟给予抗 CD25 抗体不能消除 Treg 的

影响。抗 CD25 抗体的延迟给药去除了外周血中的外源性 Treg，但外源性 Treg 增加到内脏脂肪组

织（VATS），这调节了 VATS 中细胞因子的表达。 

结论  胰岛素抵抗在 HT 患者中存在，并且与内脏脂肪组织中 Treg 降低和炎症增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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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6 

稳定表达全长人促甲状腺激素受体细胞株构建及功能评价 

 
屠晓芳,张洪梅,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建立能稳定表达全长人促甲状腺激素受体的细胞株并对其进行功能鉴定，助于促甲状腺激素

受体抗体（TRAb）的生物分析检测方法在国内的建立和推广。 

方法  利用 PCR 方法钓取全长人促甲状腺激素受体（hTSHR）基因，纯化后交换进入线性化

GV208 载体，构建出含有目的基因的重组载体，载体转化后在辅助包装原件载体质粒的帮助下包

装成慢病毒颗粒，感染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O），将被感染后的细胞进行单克隆培养后筛选出

稳定表达 hTSHR 的细胞，用 qPCR 检测其 mRNA 表达情况。用牛促甲状腺激素（bTSH）或

Graves 病人血清刺激细胞，检测上清 cAMP 浓度变化来鉴定构建的细胞株的功能。 

结果  基因检测结果证明了阳性转化子携带的目的基因序列正确。和对照组或空白组细胞相比，构

建的含有 hTSHR 的实验组细胞株表达的 hTSHR mRNA 含量明显升高。在受到 bTSH 刺激时，在

一定范围内随着 bTSH 浓度增加，同一时间内实验组细胞产生的 cAMP 明显增高，当 bTSH 浓度为

1mIU/ml 时，cAMP 浓度到达峰值（737.8±81.0）pmol/ml，后继续增加 bTSH 浓度，cAMP 浓度

不再增加，而对照组和空白组细胞在受到 bTSH 刺激后，细胞产生的 cAMP 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

用初发 Graves 病病人血清刺激构建细胞株时，与对照组血清（39.37±6.4pmol/ml）相比，Graves

病病人血清刺激后产生的 cAMP 明显增高[(176.2±14.5、331.5±37.4、292.4±21.6、283.8±12.3) 

pmol/ml, P<0.01]。 

结论  本课题组构建的 CHO 细胞株能稳定表达全长人促甲状腺激素受体，并且该细胞株功能良

好，可用于后续研究。 

 
 

PU-0337 

骨化三醇对维生素 D 缺乏的不同 TSH 水平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患者甲功的影响 

 
张洁,孙楠,郭艳英,王新玲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自身前后对照方法，观察骨化三醇对维生素 D 水平偏低的、不同 TSH 水平慢性淋巴细

胞性甲状腺炎患者甲功的影响。 

方法  收集门诊就诊及体检中心筛查出的、维生素 D 水平低于正常范围的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患者，据不同 TSH 水平分为 3 组，A 组：TSH 正常组(0.27-4.2mIU/l)，B 组：4.2＜TSH≤8 

mIU/l，C 组：TSH＞8.0 mIU/l； C 组患者先给与左甲状腺素控制甲功，甲功达到 A 组水平一个月

后，三组患者均给与口服骨化三醇 0.25 微克/天，随访观察 3 个月，三个月后复查甲状腺相关指

标，自身前后对照分析。 

结果  （1）三组患者游离 T3 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变化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治疗后 B 和 C 组游离 T4 水平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游离 T4 治疗前

后无差别（p＞0.05）；（3）治疗前后 A 和 C 组 TSH 水平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B 组

患者治疗后 TSH 水平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甲

状腺球蛋白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变化不大（p＞0.05），但 3 组患者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均较治

疗前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下降幅度 C 组最高，A 组最低，B 组居中，组间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骨化三醇治疗具有延缓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进展、降低临床甲减发生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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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8 

甲状腺激素在妊娠期一过性甲状腺毒症 

和 Graves 病中的鉴别意义 

 
周晓勤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观察妊娠期一过性甲状腺毒症(GTT)与 Graves 病在妊娠早期（第十三周末之前）临床表现、

甲状腺功能变化情况，及妊娠中期（第 14-27 周）晚期（≥28 周）归转的差异。 

方法  以 2011 年-2018 年 4 月门诊妊娠早期甲状腺毒症 56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体格检查，了

解是否有高代谢症群、甲状腺肿大、突眼、手颤及甲状腺病史，并检测血清促甲状腺激素

（TSH）、游离甲状腺素（FT4）、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及甲状腺超声、促甲状腺受

体抗体（TRAB），比较两组的水平及差异，并对两组在妊娠中期、妊娠晚期进行跟踪随访。 

结果  56 例患者中妊娠早期一过性甲状腺毒症患者 38 例，Graves 病患者 18 例。Graves 病患者出

现严重甲状腺功能亢进体征显著高于 GTT 患者（P＜0.05），Graves 病患者妊娠早期的 TSH、

FT4、TPOAB、TRAB 与 GTT 患者存在显著差异（P＜0.05），妊娠早期 Graves 病患者 FT3 显著

高于 GTT 患者（P＜0.05），TSH、FT4 与 GTT 相比存在显著差异（P＜0.01）。 

结论  妊娠早期甲状腺毒症以 GTT 为主，GTT 患者临床表现及甲状腺功能与 Graves 病患者存在显

著差异。GTT 患者在妊娠中晚期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而 Graves 病患者仍多数存在 FT4 升高，

TSH 降低。 

 
 

PU-0339 

2 型糖尿病患者甲状腺功能和甲状腺结节的观察性研究 

 
薛嵩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内分泌疾病。胰岛素抵抗（IR）和高胰岛素血症是 2

型糖尿病发病的关键因素。目前，关于 2 型糖尿病与甲状腺结节发生的关系的报道相对稀缺。本实

验探讨 2 型糖尿病与甲状腺功能异常和甲状腺结节发生率的关系。 

方法  研究人群来源于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上海长征医院内分泌科和体检中心。分为 2

型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对照组。采集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和病史。检测指标包括

T3、T4、FT3、FT4、TSH、TPOAb、TGAb、TSHR-Ab、FBG 和 HbA1c。分析糖尿病组与对照

组之间甲功的差异及甲状腺结节发生率与糖尿病的相关性。 

结果  1、纳入研究者共 320 例，其中糖尿病组 180 例，对照组 140 例。糖尿病组病程为 12.4±8.0

年。糖尿病组 HbA1c 和 FBG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其余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 

2、通过 ANOVA 方法比较两组的甲功，糖尿病组 T3、FT3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1），TSH 高

于对照组（P＜0.05）。两组女性 FT3 水平均低于男性（P＜0.01），对照组中女性 T3 水平低于男

性（P＜0.01）。T3 和 FT3 糖尿病组均低于正常组，而 TSH 高于正常组， P 值均＜0.05。其他指

标无统计学差异。 

3、Spearman 非参数相关性分析糖尿病人群中影响甲状腺激素因素。结果显示不论男女，糖尿病

患者甲功与年龄和糖化血红蛋白成负相关，另男性和女性 FT3 与年龄成明显负相关，P＜0.01。对

不同性别分别对 FT3 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对于男性和女性，HbA1c 均与 FT3 水平呈正相

关(β=0.366、0.315，P 值均＜0.01)。 

4、通过卡方检验，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的结节患病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通过 logistics 回归

分析，排除 BMI 和年龄的影响，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相比发现甲状腺结节的相关系数 β=0.693，

OR=2.00，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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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甲状腺结节患病率随 HbA1c 的增加而升高，可能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相互作用有关。从初次诊

断的糖尿病患者中进行甲状腺超声和甲状腺功能筛选，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早期诊断和治疗甲状腺功

能异常和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PU-0340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4 月后 

血 25 羟维生素 D、钙、甲状旁腺素、碱性磷酸酶水平的变化 
 

王转锁,王新军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前及治疗后 4 月血 25 羟维生素 D、钙、甲状旁

腺素（PTH）、碱性磷酸酶（ALP）的变化，探讨骨代谢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 

方法  生化法测定血钙、碱性磷酸酶；化学发光法测定血 25 羟维生素 D[25(OH)D]、PTH、甲状腺

功能。 

收集 96 例甲亢患者，初发 82 例，复发 14 例，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前查血钙、磷、ALP、PTH、

25(OH)D、甲状腺功能；治疗 4 月后 47 例患者复查上述指标。以 55 例健康人群为对照，甲功肝肾

功能血糖均正常。 

结果  1.对照组与甲亢组药物治疗前比较 

两组年龄、性别、BMI 无差异。 

与对照组比较，甲亢组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前血钙、25(OH)D、ALP 升高，血 PTH 降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2.47 例甲亢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47 例甲亢患者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后血 TSH、FT4、FT3 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 

47 例甲亢患者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前血钙 2.49±0.12mmol/L、ALP 117.2（97.1,154.8）mmol/L，

PTH 21.5（17.5, 41.3）pg/ml，25(OH)D 30.33±9.92 ng/ml；治疗 4 月后血钙 2.37±0.11mmol/L、

ALP 140.0 （ 121.0 ， 194.0 ） mmol/L 、 PTH 48.4 （ 35.2 ， 83.6 ） pg/ml 、

25(OH)D 24.46±8.59 ng/ml；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血钙、25(OH)D 降低，PTH、ALP 水平升

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47 例甲亢患者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甲亢患者治疗 4 月后血钙、25(OH)D，PTH 均无差异；血 ALP 水平升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4.相关性分析 

甲亢组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前血 PTH 为非正态分布，经对数转换符合正态分布，再行 Pearman 相关

分析，血 PTH 与血钙呈负相关，与血 25(OH)D 不相关。血钙与血 25(OH)D 不相关。 

结论  1.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前血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增高，可能机制为高血

钙、PTH 分泌抑制致 1-α-羟化酶活性降低，使 25(OH)D 转变为骨化三醇减少有关。抗甲状腺药物

治疗 4 月后血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明显降低，与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后高血钙、PTH 分泌抑制改善可

能有关。 

2.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骨转换增强，骨吸收/骨形成比增加。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4 月后骨吸收增强

明显改善,骨形成改善不明显，有利于骨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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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1 

中国先天性甲减人群致病遗传模式的新思考 

 
张瑞佳,宋怀东,赵双霞,孙凤,方娅,严晨焱,张昌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先天性甲减）是最常见的新生儿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其发病机制

主要分为两种,即甲状腺发育不全和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先天性甲减是一种散发性疾病，但有一

定的遗传背景。导致甲状腺肿的先天性甲减的遗传模式普遍被认为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为了进一

步完善先天性甲减的遗传模式，尝试用新的遗传模式解释其致病机制。 

方法  在不同碘摄入地区收集 149 例先天性甲减患者的外周血样本及临床资料，对文献中 21 个先

天 性 甲 减 的 致 病 基 因 （ PAX8,NKX2-1,FOXE1,NKX2-

5,HHEX,GNAS,DUOX2,DUOXA2,DUOX1,DUOXA1,TPO,TG,SLC26A4,SLC5A5,IYD,DIO1,DIO2,

TSHR，THRA,THRB,SLC26A2),使用芯片建上述基因的外显子文库。通过质控及过滤同义突变、

dbSNP、esp6500 等数据库后，以及一代测序验证的方式，得到患者的基因突变数据。 

结果  在 149 例患者中，21 个基因突变结果中只有单基因突变为 72 人，占总数的 48.3%，其中，

39 位患者存在 2 个以上或纯和突变位点，可以用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解释，其余患者可能存在

其他致病基因，尚无法确定其遗传模式。存在 2 个或以上不同基因同时突变的患者占总数的

51.7%，其中有纯和突变的患者 3 人，其余分别是 58 位、13 位和 3 位患者同时存在 2 个、3 个和

4 个基因突变，因此这部分患者我们认为可能是多基因突变共同致病的遗传模式。在中国人群中

DUOX2 基因突变是导致先天性甲减的最常见致病基因，目前共识它的遗传模式是常染色体隐性遗

传。在这批患者中，有 31 位患者符合 DUOX2 双等位基因突变遗传模式，而有 35 名患者同时存在

DUOX2 与其他基因的多基因突变，因此也可能是多基因突变共同致病的遗传模式。 

结论  导致甲状腺肿的先天性甲减的遗传模式普遍被认为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但与甲状腺发育相关

的基因例如 PAX8, NKX2.1, FOXE1, HHEX 的遗传模式尚存在很大争议，目前主要有 3 种学说，

即单基因遗传模式，多基因遗传模式，多因素遗传模式。在结果中，存在转录因子突变的患者共有

13 人，除 1 人 FOXE1 基因位点纯和缺失以及 1 人 PAX8 基因单位点突变以外，其余均为同时存在

与 DUOX2、TG、TSHR 等基因突变。因此我们认为多基因共同导致先天性甲减是疾病的一种遗传

模式，且需要进一步实验支持这一假说。 

 
 

PU-0342 

甲减与肾功能不全（附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伊桐凝,高天舒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2 例病例探讨甲减与肾功不全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方法  收集 2 例于我院肾内科及风湿免疫科住院的甲减病人的病案，此 2 人存在较严重的甲减和无

法解释的肾功能不全。病例 1：31 岁男性，以“周身乏力，胸闷气短 1 个月”为主述入院。患者周身

乏力，腰酸膝软，周身浮肿，畏寒肢冷，胸闷气短，动则喘促，夜间时有憋闷，大便每日 1-2 次。

既往白癜风病史 6 年，高尿酸血症病史 5 年。否认长期特殊用药史。查体：T：36.0℃，P101 次/

分，R 20 次/分，BP113/75mmHg，体重 105kg， 面色无华，形体肥胖，端坐于床，周身浮肿，

皮肤干燥，双侧甲状腺未触及，双下肢指压痕（+）。查心肌酶：  CK:1080U/L；肝功：

ALT:290U/L，AST:79U/L，甲功：FT3: 0.76pmol/l, FT4<1.21 pmol/l, FT4 TSH>100mIU/ml， 

TPOAB>322.1 IU/ml,  TGAB 120.2 IU/ml。肌酐 208umol/L，尿酸 889umol/L，血常规：血红蛋白

114g/L。甲状腺彩超：腺体组织回声减低，不均。心电图：V1-V3 T 波倒置，BNP:422.54pg/ml。

泌尿系彩超：双肾多发钙化灶或小结石，心脏彩超：心包积液，EF:35.1%。诊断：自身免疫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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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病（甲减期）、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Ⅲ级）、高尿酸血症。予降肌酐、利尿消肿对症治疗效果

不明显，予优甲乐口服 2 个月复查各项指标逐渐恢复至正常，体重明显下降、心衰症状消失。病例

2： 38 岁男性患者，体检时发现 FT3: 1.91pmol/l, FT4<5.15 pmol/l, FT4 TSH>100mIU/ml， 

TPOAB>1000IU/ml,  TGAB439.12 IU/ml，诊断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甲减期），查肾功：肌

酐：123umol/l；心肌酶谱：CK:357U/L， LDH:256 U/L；心脏彩超：心包少量积液；甲状腺彩

超：甲状腺回声减低不均，网格状。予优甲乐口服补充替代治疗，出院 4 个月后甲功正常，肾功正

常。 

结果  对 2 例患者进行随访，患者经过补充甲状腺激素后，随着甲状腺功能的逐步改善，患者的肾

功随之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 

结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致多脏器病变，但肾脏改变在临床上并不多见，常被临床医生忽视，易误

诊漏诊。 

 
 

PU-0343 

水飞蓟素靶向 mTOR 通路诱导 

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 BCPAP 自噬性死亡 

 
程献,张莉,徐石宸,俞惠新,包建东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目的  水飞蓟素（silibinin）是植物乳蓟水飞蓟素（milk thistle silymarin）提取物中的主要活性成

分。它不仅具有抗炎作用，而且能够诱导多种肿瘤如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肾癌的凋亡。然而其在甲

状腺癌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水飞蓟素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 BCPAP 的作用及其机

制。 

方法  显微镜观察水飞蓟素对细胞形态的影响；MTT 法检测水飞蓟素对细胞存活率的影响；RT-

PCR 法检测自噬标志物 LC3 的 RNA 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标志物 LC3、p62 以及 Beclin-1

的蛋白表达以及 mTOR 通路蛋白 p70、p-p70、S6、p-S6、4E-BP-1、p-4E-BP-1 的蛋白表达水

平。 

结果  水飞蓟素处理甲状腺乳头状癌 BCPAP 细胞 24 h 后，显微镜观察 BCPAP 细胞明显发生形态

改变和细胞死亡现象。进一步，MTT 法检测细胞活力也表明，与溶剂对照组相比，水飞蓟素呈浓

度（50，100，200 mM）依赖性地抑制 BCPAP 细胞活力。自噬是凋亡之外的第二种程序性细胞

死亡方式。水飞蓟素（50，100，200 mM）与 BCPAP 细胞作用 24 小时后，剂量依赖性地诱导自

噬标志物 LC3 的转换（LC3II/LC3I），标志着自噬现象的发生。同时，LC3 的下游 p62 蛋白的表

达随着水飞蓟素作用浓度的升高，在高浓度 100、200 mM 作用下表达降低，与此相一致，Beclin-

1 的表达随之升高。信号通路 mTOR 的抑制能够激活自噬的发生。通过 western 方法检测 mTOR

信号通路基因 p70、S6 和 4E-BP-1 的表达，结果表明水飞蓟素（50，100，200 mM）能够浓度依

赖性地抑制 p70、S6 和 4E-BP-1 的磷酸化水平。表明水飞蓟素能够抑制 mTOR 信号的转导，进一

步表明水飞蓟素可能通过诱导自噬促进乳头状甲状腺癌 BCPAP 细胞的死亡。 

结论  水飞蓟素可诱导乳头状甲状腺癌细胞 BCPAP 自噬性死亡，对甲状腺癌治疗有潜在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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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4 

雷公藤红素抑制甲状腺癌细胞增殖 

 
俞惠新,程献,徐石宸,张莉,包建东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目的  雷公藤（Thunder God Vine, Tripterygium wilfordii）是被人们广泛熟知和使用的一类中草

药，从其根部提取的雷公藤红素（celastrol）被证实在抗炎以及肿瘤治疗如结肠癌、肺癌中具有重

要作用。然而其在甲状腺癌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究雷公藤红素对甲状腺乳头状癌

细胞 BCPAP、滤泡癌细胞 FTC-133 和未分化癌细胞 8505C 中的杀伤作用，并探讨其作用的具体

分子机制。 

方法  显微镜观察雷公藤红素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 BCPAP、滤泡癌细胞 FTC-133 和未分化癌细

胞 8505C 细胞形态的影响；MTT 检测雷公藤红素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 BCPAP、滤泡癌细胞

FTC-133 和未分化癌细胞 8505C 细胞活性的影响；JC-1 染色流式方法检测雷公藤红素对甲状腺乳

头状细胞 BCPAP 线粒体膜完整性的影响。 

结果  雷公藤红素（1, 5, 10 μM）作用 BCPAP、FTC-133、8505C 细胞 24 h 后，显微镜观察三种

细胞的形态发现，BCPAP 和 8505C 在 1 μM 作用下即发生形态改变，细胞数量减少，尤其是在高

浓度 10 μM 雷公藤红素作用下，细胞数目明显减少；而 FTC-133 在 5 和 10 μM 雷公藤红素处理

24 h 后也开始出现细胞形态学改变和数量的减少。为了进一步确定不同种甲状腺癌细胞对雷公藤红

素处理的反应，我们通过 MTT 法检测 BCPAP、FTC-133、8505C 细胞在雷公藤红素处理下的

IC50 值。结果显示，BCPAP、FTC-133、8505C 细胞的 IC50 值分别为 4.7、8.7 和 5.9 μM，表明

雷公藤红素对于不同种甲状腺癌细胞均具有良好的杀伤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雷公藤红素在甲状腺

癌中的作用机制，我们选取最常见的甲状腺病理类型乳头状甲状腺癌的细胞 BCPAP 作为进一步的

研究对象。通过流式检测线粒体膜电位的灵敏标志物 JC-1 的荧光发现，雷公藤红素（1.25, 2.5, 5 

μM）处理 BCPAP 细胞 24 h 后，相较于对照组，2.5 和 5 μM 雷公藤红素处理下 JC-1 单体形式所

占比例由 10.3%上升至 27.1%和 36.2%。 

结论  雷公藤红素能够有效抑制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 BCPAP、滤泡癌细胞 FTC-133 和未分化癌细

胞 8505C 的活性，为甲状腺癌的治疗提供新的线索。 

 
 

PU-0345 

辣椒素诱导甲状腺未分化癌 8505C 细胞的重分化 

 
徐石宸,俞惠新,程献,张莉,包建东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目的  辣椒素是一种来源于红辣椒中的活性成分，大量研究已证实了辣椒素的抗肿瘤功效，而诱导

凋亡、自噬、内质网应激、DNA 损伤是其作用的主要机制，但是辣椒素是否能够通过逆转肿瘤细

胞的失分化抑制肿瘤的生长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辣椒素诱导甲状腺未分化癌 8505C 细胞重

新分化的新功效。 

方法  MTT 实验考察 50-200 μM 辣椒素对 8505C 细胞活力的抑制作用；通过倒置显微镜观察辣椒

素作用 24 h 对 8505C 细胞形态造成的影响；细胞体外 3D 培养，考察辣椒素对甲状腺未分化癌

8505C 细胞干性的影响；Western blots 检测辣椒素作用后，8505C 细胞内干性相关转录因子

Nanog、Oct4A、Sox2 表达的变化。 

结果  不同浓度（50、100、200 μM）的辣椒素处理甲状腺未分化癌 8505C 细胞 24 h 后，细胞活

力以浓度梯度的形式显著下降；与此同时，辣椒素作用后的 8505C 细胞形态发生皱缩、变圆，提

示辣椒素诱导 8505C 细胞的死亡；此外，细胞体外 3D 培养实验检测细胞以非贴壁形式的生长模

式，实验发现辣椒素处理后，8505C 在悬浮状态下趋向于分化出枝杈状的细胞群体结构，表明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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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能够诱导 8505C 重新分化。Nanog、Oct4A、Sox2 等转录因子被认为是维持细胞干性的重要分

子。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辣椒素作用 24 h 后，8505C 细胞内干性相关转录因子 Nanog、

Oct4A、Sox2 的表达呈浓度梯度的形式下降。 

结论  辣椒素能够抑制甲状腺未分化癌 8505C 细胞活性以及干细胞特性。辣椒素通过促进 8505C

细胞重新分化诱导其死亡。 

 
 

PU-0346 

女性正常范围促甲状腺激素水平与骨代谢的相关性研究 

 
刘靖芳,秦利平,汤旭磊,傅松波,马丽华,孙蔚明,牛滢,井高静,李玉娟,乌丹,王斌莉,宋佩,郭惠萍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正常范围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水平对女性骨代谢指标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896 名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女性，根据 TSH 水平进行三分位数法分组，未绝经组：T1 组

（0.27-2.00 mIU/L）、T2 组（2.01-2.8 mIU/L）及 T3 组（2.81-4.2 mIU/L）；绝经组：T1 组

（0.27-2.01 mIU/L）、T2 组（2.02-3.23 mIU/L）及 T3 组（3.24-4.2 mIU/L）。比较各组间血钙、

血磷、25(OH) vitD、腰围、BMI、BMD 水平之间差异。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TSH 水平与骨量等

级之间的相关性。以 BMD 作为因变量，对其分层后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 TSH 水平对女

性骨质疏松发生的影响。 

结果  （1）绝经组 T1、T2 组的右跟骨、左前臂 BMD 均明显低于 T3 组（P<0.05）；未绝经组 3

组间各指标无明显差异。（2）绝经组分层后的 TSH 水平与右跟骨、左前臂骨量等级呈负相关(r=-

0.228，P<0.05；r=-0.145，P<0.05)。未绝经组分层后的 TSH 水平与右跟骨、左前臂骨量等级无

相关性。（3）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分组后的右跟骨 BMD 作为因变量，校正性别、年龄、

BMI、腰围、血钙、血磷、25(OH) vit D 后，绝经后女性 T1 组能够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OR=2.278，95%CI 1.011~5.132，P<0.05）。 

结论   绝经后女性正常范围低水平 TSH 的骨密度更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增高。 

 
 

PU-0347 

DUOX2 基因在中国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中的 

遗传及功能研究 
 

孙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中国人群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CH)患者的 DUOX2 基因

突变与其遗传模式并探讨 duox 在斑马鱼先天性甲减中的作用 

方法  用从 192 例 CH 患儿外周血白细胞中提取基因组 DNA，采用靶向二代测序的方法对 DUOX2 

全部外显子和外显子-内含子交界区进行基因突变检测，并且通过构建三联家系研究 DUOX2 基因

的遗传模式。在体内，采用 morpholino 敲低斑马鱼 duox, 通过 q-PCR 及原位杂交检测斑马鱼 tsh

及 tg 的表达量，并测量胚胎发育过程中头颅-躯干夹角，体长，心率指标，来反映甲状腺减退，并

用甲状腺激素补救敲除 duox 后斑马鱼的甲减表型。 

结果  在 192 例患儿中发现 113 例患儿携带 DUOX2 基因突变，突变率为 58.85%（113/192）。其

中 74 例携带 DUOX2 双等位基因突变，通过对其中 17 个携带双等位基因突变的患者父母进行

DUOX2 测序发现患者携带的双等位基因突变分别来自于父方和母方，且父母甲状腺功能均正常。

用 morpholino 敲低斑马鱼 duox 后, q-PCR 及原位杂交结果表明在 5dpf 时 tshba 及 tg 表达量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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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相比明显上升。在 24hpf 及 30hpf 时头颅-躯干夹角及体长较对照组明显减小，在 48hpf 心率

较对照组明显下降。用甲状腺激素补救后，敲低组 tshba 表达量恢复正常，头颅-躯干夹角及体长

和心率恢复正常，tg 表达量较对照组反而下降 

结论   DUOX2 突变是中国人群先天性甲减的常见致病基因，可以解释 38.54%（74/192）患者的

发病原因且 DUOX2 基因的遗传模式是常染色体隐性遗。此外，通过敲除斑马鱼 duox 成功构建了

斑马鱼先天性甲减模型。 

 
 

PU-0348 

MRI 在评估 GO 活动度中应用的临床研究 

 
付旦 

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临沂市汉族人群中 GO 组与对照组 MRI 眶内定量参数差异性及各参数与 CAS 的相关

性。 

方法  GO 组 22 例及对照组 17 例均采用 1.5T-MRI 扫描。分别测量两组的眼球突出度、球内侧脂肪

厚度及各眼外肌短径、长径、R 值、SIR 值，比较各定量参数的组间差异。对 GO 组 MRI 眶内定量

参数与 CAS 行 Spearman’s 相关性分析，并选取与 CAS 相关性最高的定量参数以 CAS≥3 为临界

点行 ROC 法计算其敏感度及特异性。 

结果  1．除外直肌长径，其他定量参数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 

2．GO 组眼球突出度与 CAS 呈中度相关（ r=0.626）。球内侧脂肪厚度与 CAS 无相关性

（r=0.278）。內、下直肌的短径与 CAS 呈中度相关（r=0.586, 0.550），外直肌及上层肌群的短

径、AV-短径、MAX-短径与 CAS 呈低度相关（r=0.369, 0.330, 0.460, 0.469）。下直肌长径与

CAS 呈中度相关（r=0.472）。AV-长径、MAX-长径与 CAS 呈低度相关（r=0.329, 0.319）。內、

外直肌及上层肌群的各长径与 CAS 无相关（r=0.269, 0.062, 0.272）。內、下直肌、AV-R 值及

MAX-R 值各眼外肌的 R 值与 CAS 呈中度相关（r=0.472, 0.419, 0.582, 0.582）。外直肌及上层肌

群的 R 值与 CAS 无明显相关性（r=0.248, 0.267）。內、外、下及上层肌群各定量参数的 SIR 值

与 CAS 中度相关（r=0.666, 0.523, 0.491, 0.690）。AV-SIR 值及 MAX-SIR 值与 CAS 呈明显相关

性（r=0.724, 0.777）。 

3．活动期与非活动期间有差异（P＜0.01）。以 CAS≥3 分为临界点计算测得 MAX-SIR 值相应的

阈值为 1.59，其 AUC 为 0.851，敏感度为 82.4%，特异度为 70%。 

结论  1．除外直肌长径，其他 MRI 眶内组织定量参数 GO 组均大于健康对照组。 

2．GO 组的眼球突出度、短径（內直肌及下直肌）、长径（下直肌）、R 值（內直肌、下直肌、

AV-R 值及 MAX-R 值）、SIR 值（內、外、下直肌及上层肌群）与 CAS 相关性较强，其他眶内组

织定量参数相关性较低。其中，MAX-SIR 值与 CAS 相关性最强。 

3． MAX-SIR≥1.59 是判断活动期与非活动期的阈值。 

 
 

PU-0349 

DPT 通过下调 MYC 蛋白水平抑制甲状腺乳头状癌增殖 

 
郭衍,李海,管洪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其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高，甲状

腺 癌 中 超 过 90% 是 甲 状 腺 乳 头 状 癌 （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 PTC ） 。 皮 连 蛋 白

（Dermatopontin，DPT）是一种存在与细胞质与细胞外基质不构成胶原的成分，研究发现在前列

腺癌及肝癌等肿瘤中通过与各种生长因子如 EGF、TGFβ 等相互作用而发挥调控细胞增殖或侵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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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其在 PTC 中的表达情况、生物学功能及作用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索 DPT 在 PTC

中的表达、生物学功能及其机制，有望为 DPT 作为 PTC 分子标志物或治疗靶点寻找新的理论依

据。 

方法  首先，本课题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及肿瘤基因组图谱网站上

的芯片数据分析 DPT 在 PTC 中的表达情况。进一步建立 DPT 过表达的两个 PTC 细胞株，分别运

用 MTT 细胞活性检测、克隆形成实验、EdU 染色及流式细胞学等方法在体外检测 DPT 对 PTC 细

胞的增殖的调控，体内实验通过构建裸鼠皮下瘤模型证明 DPT 对肿瘤生长的影响。为深入探索

DPT 的作用机制，我们使用免疫印迹实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及双荧光报告基因等实验

DPT 作用的下游通路及分子进行检测。 

结果  我们发现 DPT 在 PTC 的表达水平下降，且结合临床标本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卡方检验分

析发现低水平的 DPT 与更高的肿瘤 T 分期相关。进一步也通过体内和体外实验阐释了过表达 DPT

显著促进 PCT 细胞的增殖。而机制研究发现 DPT 通过抑制 ERK 通路活性从而下调原癌蛋白

MYC，后者的下调抑制 CDK4 及 CDK6 的表达，同时促进 p21 的表达，从而阻断了细胞周期的推

进。 

结论  我们阐明了 DPT 在 PTC 中发挥了抑制细胞增殖的作用，其作用是通过 MEK-ERK-MYC 轴调

控 CDK4、CDK6 及 p21 的表达实现的。 

 
 

PU-0350 

长链非编码 RNA LOC100129940 

促进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增殖侵袭 

 
管洪宇,郭衍,蔡文婷,李海,梁巍巍,李延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LOC100129940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生物学功能及相关分子

机制。 

方法  在 12 对患者的癌与癌旁组织标本中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 LOC100129940 在甲状腺

乳头状癌中的表达。建立 LOC100129940 稳定过表达的人甲状腺乳头状癌细系，通过细胞划痕实

验、 Transwell 实验、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细胞周期及 MTT 等实验方法验证过表达

LOC100129940 对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侵袭的作用。进一步通过转染 ASO 抑制 LOC100129940

表达后通过同样的实验方法检测对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响。最后，通过 Top/Fop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及免疫印迹实验等方法证实 LOC100129940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调控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结果  LOC100129940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明显升高。过表达 LOC100129940 促进甲状腺

乳头状癌细胞的增殖及侵袭。ASO 抑制 LOC100129940 表达后，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增殖及侵袭

能力明显减弱。Top/Fop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表明 LOC100129940 可以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

中调控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免疫印迹实验表明 LOC100129940 可以促进 β-catenin 入核。荧

光定量 PCR 实验发现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下游基因 FN1 及 CCND1 等的表达受

LOC100129940 调控。 

结论  LOC100129940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明显升高。LOC100129940 促进甲状腺乳头状癌

细胞的增殖及侵袭。机制研究表明 LOC100129940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中可以调控 Wnt/β-

catenin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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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1 

母体硒营养对母体及后代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孙琳 1,毛金媛 1,张晓梅 2,李晨嫣 1,王薇薇 1,解晓晨 1,单忠艳 1,滕卫平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丹东市第一医院 

 

目的  硒元素是多种酶、功能蛋白的组成成分，参与多种代谢途径，是妊娠及胚胎发育过程中必需

的微量元素。硒也是甲状腺激素合成，活化和代谢所必需 

的元素，参与减少氧化损伤并参与甲状腺激素合成、代谢等过程，因此认为硒与甲状腺功能密切相

关。本研究旨在评估妊娠期和产后母体血清硒浓度的变化趋势，并对母体血清硒浓度与母、胎甲状

腺相关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  选取 SHEP 项目中丹东地区 133 名孕妇，筛查其在妊娠 8 周，20 周，36 周和产后 3 个月，

6 个月，12 个月的血清硒浓度，尿碘浓度及甲状腺相关指 

标，及其后代脐带血甲状腺相关指标。采集空腹静脉血，晨尿和脐带血，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ICP-MS)测定血清硒浓度。 

结果  妊娠第 8 周至第 36 周血清硒浓度逐渐下降(P for trend<0.001)，第 36 周达到最低点，产后 3

个月血清硒浓度显著升高，产后 3 个月至产后 12 个月血清硒浓度趋于稳定(P for trend=0.969)。相

关性分析中发现：妊娠 8 周时硒与 TT3/TT4 比值呈负相关(r=-0.213，P=0.015)，产后 12 个月时硒

与 FT3/FT4 比值呈负相关(r=-0.190，P=0.035）。在校正相关混杂因素的回归分析中，各 P 值仍

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0.015，0.036)。此外，妊娠 20 周母体血清硒浓度与后代脐带血 TT3

呈正相关(r=0.284，P=0.005)，妊娠 20 周母体血清硒浓度与后代脐带血 FT4 呈正相关(r=0.214，

P=0.027)，妊娠 36 周母体血清硒浓度与后代脐带血 FT3 呈正相关(r=0.232，P=0.026)，妊娠 36

周母体血清硒浓度与后代脐带血 Tg 呈正相关(r=0.227，P=0.029)。校正相关混杂因素的母体血清

硒浓度与后代脐带血甲状腺指标的回归分析中，各 P 值仍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0.006，

0.036，0.025，0.011) 

结论  血清硒浓度随妊娠进程呈显著变化趋势，产后 3 个月即恢复至较稳定的水平。血清硒浓度与

部分母、胎甲状腺相关指标存在相关性，可能是通过含硒 

酶来影响甲状腺功能。 

 
 

PU-0352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心肌酶谱与左心功能的改变 

 
何明海,袁宁,乔彦,王晓娟 

南充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替代治疗前后其心肌酶谱及左心功能的改变。 

方法  86 例伴心肌酶谱增高的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既往均无心脏病病史，所有患者均行

心电图、肌钙蛋白及心脏超声检查排除心肌梗死及其他器质性心脏病，根据其 TSH 值的不同将其

分为 A 组（4.2mu/ml＜TSH＜100mu/ml）（n=51）、B 组（TSH＞100mu/ml）（n=35），两组

病人均用左甲状腺素钠替代治疗，在治疗前后分别作甲状腺功能（FT3、FT4、TSH）、心肌酶谱

（AST、CK、CK-MB、LDH、HBDH）、肌钙蛋白、心电图及心脏超声检查左心功能[左室舒张末

期容积（EDV）、左室收缩末期容积（ESV）、每博输出量（SV）、射血分数（EF）、左室短轴

缩短率（FS）]。 

结果   治疗前两组病人的心肌酶谱均明显升高，B 组升高更为明显，所有病例肌钙蛋白均正常。治

疗后心肌酶谱逐渐恢复正常，左心功能有明显改善。A 组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的时间为 10.5±6.3

周，B 组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的时间为 13.6±5.4 周，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心肌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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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正常的时间 A 组为 8.9±6.7 周，B 组为 11.8±9.1 周，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治疗

前 B 组病人的左心功能较 A 组病人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病人的左心

功能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 A 组与 B 组病人的左心功能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前 73 例病人心电图有改变，治疗 12 周后 65 心电图恢复正常，仍有 8 例未恢复正常，

6 例为窦性心动过缓、2 例 T 波改变。治疗前 A 组有心包积液 23 例，B 组有心包积液 30 例；治疗

12 周后 A 组仍有心包积液 6 例，B 组仍有心包积液 18 例。 

结论  原发性甲减患者可以引起心肌酶谱及左心功能的改变，病情越重，其改变越明显。经替代治

疗后，心肌酶谱恢复正常，左心功能改善。 

 
 

PU-0353 

绝经后女性促甲状腺激素水平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相关性研究 

 
陈庆玲,彭年春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绝经后女性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相关性。 

方法  2011 年 5 月至 10 月，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贵阳市云岩区 10140 名 40 岁及以上居民

（至少在本社区居住 5 年以上）进行问卷调查，测量身高、体重、腰围，采集空腹静脉血统一测定

血糖、血脂、TSH 等相关指标，采用临床超声骨密度仪对左足跟骨进行骨密度测量。绝经后女性

纳入本研究，且按照排除标准排除甲状腺疾病并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排除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多

发性骨髓瘤、胸腰椎肿瘤、恶性肿瘤患者；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排除自我报告的外伤或车祸

引起骨折的患者；排除服用雌激素、糖皮质激素等影响骨代谢的药物的患者；排除缺乏相关基线资

料的受访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共 5563 名绝经后女性入选，经过平均 39 个月的随访期，

有 1490 人失访，最后 4073 人纳入本研究。根据基线 TSH 水平，将入选对象分为三组，TSH 降低

组（TSH<0.55mIU/L）71 例 ,TSH 正常组（0.55≤TSH≤4.78mIU/L）3113 例，TSH 升高组

（TSH>4.78mIU/L）889 例.此外，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发生骨折分为骨折组（207 例），非骨折组

（3866 例）。通过比较基线特征，分析不同 TSH 水平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相关性。 

结果  （1）随访 3 年后，TSH 降低组、TSH 正常组、TSH 升高组中新发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人数分

别为 8 例、51 例、148 例，其发病率分别为 11.3%、4.8%、5.7%，TSH 降低组骨折发病率高于

TSH 正常组（P＜O.O1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SH 升高组较正常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骨密度 T 值≤-2.5（odds ratio[OR]=1.822，95%CI  1.124-2.954，P =0.004）、血脂异常

（OR=1.381，95%CI  1.038-1.836，P＜0.05），TSH＜0.55mIU/L（OR=2.469,95%CI  1.163-

5.243,P＜0.05）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校正血脂异常、骨密度 T 值≤-2.5 后，TSH 降低组

与 TSH 正常组相比，骨折风险增加 2.626 倍(OR=2.626，95%CI 1.233-5.592，P＜0.05)。 

结论  绝经后女性 TSH 水平降低与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增加相关 

 
 

PU-0354 

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不孕患者的 IVF/ICSI 妊娠结局 

及卵泡液中差异表达蛋白的研究 

 
刘玉婷,刘东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1.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困扰着许多育龄期妇女，有研究发现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但甲功正常

的妊娠妇女发生流产、早产等不良临床妊娠结局的风险升高，故本文拟探讨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对

IVF/ICSI 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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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蛋白质组学筛查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及阴性不孕患者卵泡液中的差异表达蛋白，探索甲状腺

自身抗体对辅助生殖技术结局的影响机制，并寻找评估卵母细胞质量的适合标志物。 

方法  1.标本收取：卵泡液样本取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

泌生殖中心行 IVF/ICSI 的妇女，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组 49 例，对照组 63 例。 

2.蛋白质组学分析：对卵泡液进行蛋白提取及酶解后，使用 TMT 标记肽段并进行 HPLC 分级，随

后进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使用 Maxquant (v1.5.2.8)在 SwissProt Human 数据库中对二级质

谱数据进行检索，筛选出差异蛋白质。 

3.生物信息学分析：针对筛选出的差异蛋白质，使用 UniProt-GOA 数据库进行 Gene Ontology 分

析，使用 KEGG 通路数据库进行蛋白通路注释，并对两者进行富集分析。 

结果  1.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组的流产率高于对照组，临床妊娠率、抱婴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获卵率、受精率及移植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2.经蛋白质组学分析鉴定出差异表达蛋白 49 个，其中表达上调的有 31 个，下调的有 18 个； 

3.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鉴定出的差异蛋白与生殖和受精、细胞粘附和运动、信号转导和调

控、对激素和刺激的反应、组织的再生和重塑等多种重要生物学过程相关，并涉及 hsa04921，

hsa04512，hsa04611 等多个生物学调控通路。 

结论  1.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可降低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妊娠率及抱婴率，并与流产相关，提示甲

状腺自身抗体会对辅助生殖临床结局产生不良影响； 

2.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妇女卵泡液中多种蛋白质异常表达，并通过生殖和受精、免疫及代谢过程等

多层面对生育方面产生影响；3.甲状腺自身抗体可通过多条通路影响生育。CRHBP, TCP1, AGT，

FETUB,APOB,APOD,MAP1B,PXDN 等多种蛋白有成为评估卵母细胞质量蛋白标志物的潜能，为

进一步改善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患者生殖结局提供方向。 

 
 

PU-0355 

247 例甲状腺结节超声特点及细针穿刺结果分析 

 
王一春,李肃宁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高分辨率超声及甲状腺细针穿刺，在甲状腺结节良恶性辨别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47 例甲状腺结节患者，超声及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特点。 

结果  247 例患者中，恶性结节 20 例（8.10%），良性结节 227 例（91.90%）.与良性结节比较，

恶性结节超声特点多为单发、实性、形态不规则、内部微钙化、纵横比≥1 的结节，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高分辨率超声结合甲状腺细针穿刺，可以根据超声特征及细胞学特点，简单快速的鉴别良恶

性结节，可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PU-0356 

格雷夫斯病合并骨髓抑制个案报道 

 
闫昱杉,秦贵军,余勤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内分泌系统中，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中存在白细胞减少比较常见，其中由抗甲状腺药物

应用导致白细胞减少，是抗甲状腺药物最常见的药物副作用，其引起粒细胞缺乏情况占 0.1%-0.4%

左右。其中早期以急性扁桃体炎导致咽喉肿痛为首发表现。在应用抗甲状腺药物过程中，其可能导

致的粒细胞缺乏可能发生在治疗的任何时间以及任何年龄阶段人群。本病诊断不复杂，但是由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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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引起的粒细胞缺乏症极易合并严重感染故临床工作中处理应积极。现将一例格雷夫斯病并粒细胞

缺乏患者治疗体会整理。 

方法  急症期治疗尤为关键！1.禁碘饮食，立即停用抗甲状腺药物；2.消毒隔离、口腔、会阴清洁

护理，口泰漱口；发热时多次送血培养+药敏、痰培养+药敏以指导抗生素使用，反复予以尿、粪、

痰、咽拭子查霉菌。3.升白药物应用 4.强效抗感染药物应用 6.控制心率，β 受体阻滞剂降低 T4 转

变为 T3 的速度 7.免疫治疗、预防甲亢危象：糖皮质激素应用 8.保肝治疗 9.全身支持治疗； 

结果  第一周患者高热、高代谢症状非常明显，经过上述治疗，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升高趋势缓

慢，此阶段预防甲亢危象，抗感染治疗至关重要。 

第 7 天开始中性粒细胞开始有上升趋势，体温高峰下降至 37.8℃，继续抗感染治疗至咽痛明显好

转，体温恢复正常，停用抗生素。逐步停用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白细胞稳定。病情稳定后患者

同位素治疗甲亢。 

结论  虽然粒细胞缺乏是一种个体差异性反应，但甲巯咪唑每天 30mg 发生率大于每天 15mg，更

容易出现在较大剂量抗甲状腺药物应用时，虽然个别粒细胞缺乏症患者出现在抗甲状腺药物用药后

期，但大部分在用药早期的 2 周至 3 个月内，所以临床医师需要动态观察血常规了解白细胞变化趋

势，一旦出现发热、咽痛等不适症状，多提示白细胞减少及合并感染，应予以重视以便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同时要使患者对药物副作用的存在及可能首发表现有所了解，对所有接受抗甲状腺药物

治疗的患者都应提醒发生粒细胞缺乏的可能，以便其重视以及时与医生沟通。 

 
 

PU-0357 

妊娠期特异性甲状腺功能参考范围的建立及不同 TSH 切点值 

对妊娠早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诊断的影响分析 

 
杜静,蔺莉,李智,孙健斌,袁宁,赵心,张静,张晓梅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建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妊娠期特异性甲状腺功能参考范围，并分析妊娠早期采用不同 TSH 切

点值诊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患病率情况。 

方法  采集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建档的妊娠妇女 896 例，序贯纳入上述

人群中符合美国临床生化研究院推荐标准，且为单胎妊娠、无产科不良结局及妊娠并发症的孕妇

421 例，采用自我纵向序列研究方法建立妊娠期特异性甲状腺功能参考范围。分别采用本研究建立

的妊娠早期特异性 TSH 参考范围上限、2017 年 ATA《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推荐的妊

娠早期 TSH 参考范围上限 4.0mIU/L，2012 年中国《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推荐的妊

娠早期 TSH 参考范围上限 5.17mIU/L（Roche 试剂）及 2011 年 ATA 《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

治指南》推荐的 2.5mIU/L，分析妊娠早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患病率。 

结果  本研究妊娠早、中、晚期 TSH 参考范围分别为 0.12～4.16uIU/mL、0.60～4.86uIU/mL、

0.64～4.12uIU/mL，FT4 参考范围分别为 13.36～23.55pmol/L、9.59～15.11pmol/L、9.53～

15.38pmol/L。分别采用 TSH 4.16uIU/mL、4.0mIU/L、5.17mIU/L 及 2.5mIU/L 诊断妊娠早期亚临

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其患病率分别为 4.35%、5.92%、1.56%、20.87%。其中以 2017 年 ATA

指南推荐的 TSH 4.0mIU/L 及本研究建立的 TSH 4.16uIU/mL 为切点值诊断妊娠早期亚临床甲状腺

功能减退症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4），余各组间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妊娠早期以 TSH＞4.0mIU/L 为切点值诊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敏感度、特

异度、误诊率、漏诊率分别为 97.4%、98.2%、1.8%、2.6%，Youden 指数为 95.6%。 

结论  对于我国尚未建立妊娠期特异性 TSH 参考值，及无类似人群且 TSH 检测方法相似的妊娠特

异性参考值的地区，建议使用 2017 年 ATA 指南推荐的 TSH 4mIU/L 作为妊娠早期亚临床甲状腺功

能减退症的诊断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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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8 

甲亢危象诱发脑静脉窦血栓形成 

 
吕倩 

新疆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目的  探讨甲亢危象诱发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治疗方法、愈后及可能发病机制。 

方法  报道一例我院诊治的甲亢危象诱发脑静脉窦血栓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对甲状腺危象诱发脑

静脉窦血栓的治疗方法、愈后及发病机制予以分析总结 

结果  本例甲亢危象诱发脑静脉窦血栓患者随病情进展血栓面积增大并脑组织水肿出血，经由我院

积极抗甲状腺治疗愈后良好。提示甲亢诱发脑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抗甲状腺治疗是一种愈后良好的

治疗方法。 

结论  甲亢危象是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独立因素，其临床症状重，积极抗甲状腺治疗愈后良好。 

 
 

PU-0359 

碘充足地区甲状腺疾病危险因素对妊娠并发症的影响 

 
孙雪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妊娠期间母体甲状腺功能障碍可能与多种妊娠不良结局有关。国外指南推荐妊娠期对甲状腺

疾病高危人群筛查甲状腺功能指标。轻度的甲状腺异常对妊娠结局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究

甲状腺疾病高危因素及甲状腺异常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针对 9414 名妊娠早期妇女，根据妊娠期特异的甲状腺功能诊断标准进行甲状腺功能

筛查，同时根据是否符合甲状腺疾病高危因素进行分组，随访妊娠结局，并应用 SPSS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 

结果   高危组妊娠糖尿病的发生率、早产率、流产率明显高于低危组（ 23.4%vs17.5%，

7.1%vs4.2%，11.6%vs7.0% 均 P<0.05）。TSH 异常组的早产率显著高于 TSH 正常组（9.9% vs 

5.2%,P=0.028）。TSH 正常的高危组与低危组相比，高危组的流产率显著高于 TSH 正常低危组

（11.6% vs 7.7%,P=0.02）。低危的 TSH 异常组与正常组相比，低危的 TSH 异常组早产率显著高

于 TSH 正常组（10% vs 3.8%，P=0.015）。FT4 正常高危组的妊娠糖尿病的发病率、流产率、早

产率显著高于 FT4 正常低危组（23.6% vs 17.0% P=0.000，11.5% vs 7.7% P=0.04，6.8% vs 

4.3% P=0.04）。TPOAb 正常高危组的妊娠糖尿病发生率、早产率、流产率高于 TPOAb 正常低危

组（24.1% vs 17.5% P1=0.000 7.2% vs 3.9% P2=0.01；11.9% vs 7.5% ,P3=0.01）。TSH 异常

是早产的危险因素（OR＝2.016 95%CI＝1.102-3.685；P＝0.023）。 

结论  推荐对所有妊娠妇女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筛查的指标 TSH 应为首选。 

 
 

PU-0360 

初发 Graves 病与外周血细胞的相关性研究 

 
张向英 1,何庆 2 

1.天津市天津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分析初发 GD 患者外周血细胞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探讨初发 GD 合并外周血细胞异常的特

点及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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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431 例初次临床确诊为 GD，未接受任何抗甲状腺治疗患者作为初发 GD 组；取同期体

检的 300 例正常人群作为对照组，做回顾性分析。比较初发 GD 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甲状腺激素及

抗体、外周血细胞的相关指标的差异；对与初发 GD 组的外周血细胞指标异常有关的因素进行相关

分析；并对外周血各血细胞异常组与正常组的发病率、甲状腺激素及抗体进行分析，以明确外周血

细胞出现异常的危险因素。 

结果   

1. 初发 GD 组 WBC、L、L%明显升高 (P<0.05)；而 GR%、HGB、MCH、MCHC、MPV、PCT、

PDW 明显降低 (P<0.05)。 

2. 初发 GD 组 WBC 与 FT3、FT4 均呈负相关(P<0.05) ；GR 与 FT3、FT4、TgAb 均呈负相关

(P<0.05) ，与 TSH 呈正相关（P<0.05）；HGB 与 FT3、FT4 均呈负相关(P<0.05) ；PLT 与 FT3

呈负相关(P<0.05)。 

3.初发 GD 组合并白细胞减少 20 例，发病率为 4.6%；合并粒细胞减少 51 例，发生率为 11.8%。 

4.初发 GD 组合并贫血 73 例，发生率为 16.9%, 1 例为中度贫血，其余 72 例均为轻度贫血。 

5. 初发 GD 组合并血小板减少 13 例，发生率为 2.9%。 

6. 初发 GD 合并白细胞减少组年龄、FT4、TgAb 明显升高(P<0.05)；年龄、TgAb 是其危险因素。 

7. 初发 GD 合并粒细胞减少组 FT3、FT4 明显升高(P<0.05)；初发 GD 合并粒细胞组 TSH 明显降

低(P<0.05)；FT4 是其危险因素。 

8. 初发 GD 合并贫血组 FT3 明显升高(P<0.05)；FT3 是其危险因素。 

结论   

本研究发现，初发 GD 患者，在未进行任何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前，已经出现外周血细胞的异常。 

1、初发 GD 患者发病早期如淋巴细胞明显升高，应进一步完善淋巴细胞亚群变化。 

2、初发 GD 合并白细胞减少的危险因素为年龄、TgAb；初发 GD 患者已有 11.8%合并粒细胞减

少，FT4 是其发病的危险因素；对于 FT4 明显升高的患者更应注意其粒细胞减少的发生。 

3、初发 GD 合并贫血的发生率为 16.9%，其危险因素为 FT3，多发于女性，多为轻度贫血。 

4、初发 GD 患者合并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为 2.9%，如早期发现患者 MPV、PCT、PDW 明显下

降，应谨慎用药，积极观察血小板变化。 

 
 

PU-0361 

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甲减患者 L-T4 替代治疗后 

TPOAb 水平变化与 多种临床指标的关系 

 
冉建民,陈楚坪,陈辞颖,张如意,陈广树,谢彬,郭坚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桥本甲状腺炎(HT)是目前导致原发性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的最主要疾病，患者甲状腺自身抗

体、尤其是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水平的变化与该病的缓解和加重直接相关。目前尚无有效的方

法抑制自身抗体的产生，但临床中可见到一些合并甲减的 HT 患者在 L-T4 的替代治疗中 TPOAb 水

平显著降低甚至转阴，我们分析了这些患者的临床特征，以期为 HT 的防治找到更多的途径。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 例 HT 合并甲减、并给予 L-T4 替代治疗后 TPOAb 水平下降至实验室正常范

围的患者(正常组)一般临床资料、尿碘中位数(MUI)、游离甲状腺素(FT4)及促甲状腺素变化

(TSH)、TSH 受体抗体(TR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等指标，并随机与 36 例 HT 治疗后高

TPOAb 水平的患者(未下降组)进行对照。 

结果  1) 两组性别构成(M/F：12/2 vs. 32/4)无差异；开始 L-T4 治疗的年龄正常组大于未下降组

(56±7 岁 vs. 43±10 岁, P<0.01)；两组 L-T4 治疗时间(4.5±1.1 年 vs. 4.7±2.3 年)无差异。2) 两组治

疗中间可查记录的血压、心率水平无明显差异。可查记录体重水平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正

常组治疗期间体重变化不明显 (组内比较 P>0.05)；但未下降组体重有上升趋势 (组内比较

P<0.05)，基础及观察终点体重有显著差异(53.5±8.5kg vs. 58.4±11.5kg, P<0.01)。3) 正常组 L-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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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终点用量显著低于未下降组(1.54±0.61μg/kg vs. 2.08±1.21μg/kg, P<0.01)；但两组 FT4、

TSH、TRAb 改变趋势无显著差别；正常组 TGAb 亦随治疗过程显著下降，但个体差异较大，有 7

例患者观察终点 TGAb 未达到正常范围。4) 9 例正常组及 20 例未下降组患者在观察终点检测了

MUI，前者较后者显著降低(102±12μg/l vs. 267±32μg/l，P<0.01)。 

结论  年龄较大起病、控制体重和较严格的碘摄入限制可能对 HT 合并甲减患者的治疗有益。 

 
 

PU-0362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对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杨婉妤,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单纯亚临床甲减、2 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对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0 年沈阳地区社区流行病学调查非糖尿病社区人群 621 人及 MARCH 研究中新诊断

2 型糖尿病人群 675 人作为研究对象。2 型糖尿病人群随机分发降糖药物（阿卡波糖或二甲双胍缓

释片）。根据甲状腺疾病诊断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甲状腺功能正常组、亚临床甲减组。甲状腺功能

正常组再按照前期研究结果，分为 0.27mU/L ≤TSH＜1.0 mU/L、1.0 mU/L≤TSH≤1.9 mU/L、1.9 

mU/L＜TSH≤4.2 mU/L 三个亚组。两类人群（糖尿病人群在服药前和服药 24 周）均接受体格检查

及抽血采样。 

结果  1、糖尿病人群中甲功异常率明显高于社区人群（16.6%vs11.3% ），其中亚临床甲减患病率

最多，为 14.7%（P＜0.05）。2、社区人群亚临床甲减组 BMI、腰围、WHR、HOMA-IR 明显高

于社区人群甲功正常组（P＜0.05），与糖尿病人群甲功正常组、亚临床甲减组均无明显差别（P

＞0.05）。社区人群亚临床甲减组 FINS、OGTT2hINS、HOMA-β 明显高于社区人群甲功正常组及

糖尿病人群甲功正常组和亚临床甲减组（P＜0.05）。糖尿病人群亚临床甲减组 BMI、腰围、臀

围、WHR、TC、TG、HDL-C、LDL-C、FINS、OGTT2hINS、HOMA-β、HOMA-IS、HOMA-IR

与糖尿病人群甲功正常组无明显差别（P＞0.05）。3、社区人群甲功正常的各个 TSH 亚组

HOMA-IR 有随 TSH 升高而升高的趋势。4、用药前：糖尿病人群甲功正常的各个 TSH 亚组

HOMA-IR 随 TSH 升高而下降（P＜0.05）。用药 24 周后：糖尿病甲功正常的各个 TSH 亚组的

HOMA-IR 无明显差别（P＞0.05）。用药前后改善情况的比较：0.27 mU/L≤TSH＜1.0 mU/L 组

HOMA-IR 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其他两组（P＜0.05）。 

结论  1.糖尿病人群中甲状腺疾病患病率明显高于社区人群，其中以亚临床甲减所占比例最多。2.

单纯亚临床甲减与初发糖尿病人群一样，存在胰岛素抵抗，胰岛素代偿性升高。提示亚临床甲减与

初发糖尿病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的等危症。3.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人群胰岛素抵抗情况与单纯糖尿

病人群相同。4.在糖尿病甲功正常人群中 TSH 越低，HOMA-IR 越高，经降糖药物治疗后，胰岛素

抵抗改善越明显。 

 
 

PU-0363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 

及其与 疾病活动的相关性研究 

 
王璇 

兰州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其与疾病活动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检测 76 例 SLE 患者(活动期组 42 例, 稳定期组 34 例)与 62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的血清游

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游离甲状腺素(FT4 )和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并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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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76 例 SLE 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率为 46.1% (35/76),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1% (5/62), 

差异有显著性（P<0.05);SLE 活动期组患者与对照组和 SLE 稳定期组的血清相比，FT3 、FT4 水

平显著降低, 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而 SLE 稳定期组的血清 FT3 、FT4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SLE 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组的 SLE 疾病活动指数(SLEDAI)评分、

SLE 损伤指数(SLICC/ACRDI)均显著高于甲状腺激素水平正常组(P<0.05)。 

结论  SLE 患者可以合并甲状腺功能受损, 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降低与病情活动及脏器损害有关, 对

疾病评价、治疗及预后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PU-0364 

SCH 大鼠脂肪细胞因子的表达及其 L-T4 替代的影响 

 
田利民,宫宁宁,陈雪迪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他巴唑灌胃诱导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SCH)模型

大鼠，研究不同浓度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对内脏脂肪组织及血清中

脂联素、趋化因子（chemerin）、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表达及血脂的变化，明确脂联素、

chemerin 、 TNF-α 的表达及血脂的变化是否具有 TSH 浓度依赖性。左旋甲状腺素

（levothyroxine，L-T4）替代治疗后观察上述指标的变化。 

方法  65 只 Wistar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即对照组（n=10）、亚甲减 A 组（SCH A 组，

n=15）、亚甲减 B 组（SCH B 组，n=15）、亚甲减 C 组（SCH C 组，n=25）（亚甲减 A、B、C

组统称为亚甲减组即 SCH 组）。SCH A、B、C 组大鼠分别以 5mg.kg-1.d-1、15mg.kg-1.d-1 和

20mg.kg-1.d-1 他巴唑灌胃；每周测量 1 次大鼠体重，每 2 周检测 1 次血清 TT4 和 TSH 水平。大

约 8 周后 SCH C 组大鼠造模成功，随机抽取 10 只大鼠为左旋甲状腺素替代治疗组（SCH+L-T4，

n=10），在原他巴唑灌胃的基础上以 6ug.kg-1.d-1 的 L-T4 同时灌胃，直到与对照组相比 TT4 及

TSH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造模结束。测定 5 组大鼠的血清脂联素、chemerin、TNF-α 及血脂水

平；RT-PCR 及 Western-blot 分别检测 5 组大鼠内脏脂肪组织脂联素、chemerin、TNF-α mRNA

水平及蛋白水平的表达；HE 染色观察脂肪组织病理变化。 

结果  （1）与对照组比较，SCH 大鼠 chemerin、TNF-α 的水平明显升高，且与 TSH 的浓度正相

关(r=0.816, P<0.01; r=0.818, P<0.01)；而脂联素的水平明显降低，与 TSH 水平负相关(r=-0.798, 

P<0.01)。 

（2）与对照组比较，SCH 大鼠 chemerin、TNF-α mRNA 及蛋白水平的表达明显增加，而脂联素

mRNA 及蛋白水平的表达明显降低。但是 L-T4 替代治疗可明显改善上述变化。 

（3）TSH 与总胆固醇、甘油三脂和低密度脂蛋白呈显著正相关（ r=0.790, P<0.01; r=0.485, 

P<0.01;r=0.697, P<0.01）。 

结论  TSH 水平的异常增高与脂肪细胞因子的异常表达及血脂紊乱密切相关，L-T4 替代治疗可明显

改善上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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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5 

甲亢患者妊娠早期停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孙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甲亢合并妊娠患者在妊娠早期停药后复发与未复发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探讨妊娠

早期停药后甲亢复发率和复发的相关因素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54 例妊娠早期（≤6 周）停药的甲亢

合并妊娠患者，对其相关临床资料进行调查随访，根据停药后甲亢是否复发将其分为复发组与未复

发组，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患者年龄、甲亢病程、流产史、分娩史、家族史、吸烟史、停药时促甲

状腺激素(TSH)、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R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甲状腺球蛋白抗

体(TgAb)测定结果等相关因素与妊娠早期停药后甲亢复发的关系，同时分析妊娠早期停药后甲亢复

发对孕产妇妊娠结局、孕产妇并发症、围生儿不良结局的影响。所有数据采用统计学 t 检验或 x2检

验进行分析，对于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1）对 54 例妊娠早期停药患者的甲状腺相关激素：促甲状腺激素（TSH）、血清游离甲状

腺素（FT4）、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的水平进行随访，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及体征，诊断甲

亢是否复发，结果显示停药后复发患者共 18 例，累计复发率为 33.33%。（2）对两组患者年龄、

甲亢病程、流产史、分娩史、家族史、吸烟史、停药时 TSH、TGAb、TPOAb、TRAb 等方面比

较，发现两组之间 TSH、TRA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停药时

TSH 水平低下、TRAb 阳性为妊娠早期停药后甲亢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3）孕产妇

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比较：复发组流产、妊娠期糖尿病、死胎的发生率高于未复发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甲亢患者妊娠早期停药时具有低水平 TSH，TRAb 阳性危险因素时，停药后复发甲亢机

率增大，从而会对母体及围产儿造成不良妊娠结局，因此终止抗甲状腺药物（ATD）治疗后，要严

密监测母体甲状腺功能的变化，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PU-0366 

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及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 

 
彭子珊,肖海鹏,洪澍彬,苏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PTMC）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CLNM）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

PTMC 发生 CLNM 的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评估初治 PTMC 患者发生 CLNM 的风险，为治疗方案

的制定及患者预后的评估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甲状腺切除术且术后病理诊断

为 PTMC 的患者 872 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术后病理是否存在 CLNM 分为 CLNM

（-）组和 CLNM（+）组，应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间在年龄、性别、血清 TSH、TG-Ab、TPO-

Ab、癌灶直径、突破包膜、多病灶和慢性淋巴细胞甲状腺炎（CLT）等方面的差异性，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并筛选自变量建立 PTMC 发生 CLNM 的风险预测模型，进一

步对所构建的模型制作列线图。 

结果  初治 PTMC 病例共 872 例，其中 159 例（18.2%）存在 CLNM，713 例（81.8%）无

CLNM。平均年龄为 42.7±11.7 岁（4～79 岁）,男：女=1：2.94。卡方检验显示 CLNM(+)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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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55 岁、血清 TG-Ab 阳性、癌灶直径＞0.5cm、突破包膜、多病灶和合并 CLT 的比例显著高

于 CLNM(-)组；而性别无统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55 岁（P =0.001）、男性（P 

=0.004）、血清 TG-Ab 阳性（P =0.018）、癌灶直径＞0.5cm（P＜0.001）、突破包膜（P＜

0.001）以及多病灶（P =0.006）均为 CLNM 的独立危险因素。CLT（P＜0.001）与 CLNM 相

关。根据上述危险因素构建 PTMC 颈部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预测模型，该模型的 AUC 为 72.89%，

敏感性为 69.44%，特异性为 69.52%，准确性为 69.51%，PPV 为 32.89%，NPV 为 91.36%；对

模型进行验证：AUC 为 68.73%，敏感性为 56.86%，特异性为 69.19%，准确性为 66.79%，PPV

为 30.85%，NPV 为 86.90%。 

结论  年龄＜55 岁、男性、癌灶最大直径＞0.5cm、突破包膜、多病灶、血清 TG-Ab 阳性均为

PTMC 发生 CLNM 的独立危险因素，CLT 与 CLNM 相关。对于 PTMC 患者，可利用该模型评估发

生 CLNM 的风险，以指导治疗方案的制定。 

 
 

PU-0367 

ＡＧＲＥＥⅡ评价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 

临床实践指南及推荐意见共识和差异 

 
田利民,方媛,孙晶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使用指南研究与评价工具 II（AGREEII）系统地评估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临床指南，为

临床工作者和指南制定者选择临床指南和制定新的指导方针提供参考。 

方法  制定妊娠期甲减的指南的纳入标准和检索策略，检索 PubMed、Embase、中国知网数据

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指

南国际网络（G-I-N）等相关数据库，按纳入排除标准纳入有关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指南，提

取和描述指南的名称、发表年份、发表机构、指南制定方法等一般特征资料及推荐意见。采用 AG

ＲEEⅡ工具评价 2005-2017 年国内外妊娠期甲减临床指南的质量。使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进

行评价员间一致性检验。分析比较不同指南推荐内容的共识和差异。 

结果  共纳入关于妊娠期甲减的临床指南 9 部。评价结果表明，2005-2017 年国内外妊娠期甲减的

临床指南在表达的清晰性上得分最高，平均得分 70%；其次为范围和目的，平均得分 65%；参与

人员项平均得分 41%；严谨程度平均得分 33%；适用性平均得分 36%；编辑的独立性平均得分最

低，为 31%。指南总体评估显示，2006 年英国 BTA, 2017 年美国 ATA 指南为积极推荐使用的指

南，而 2012 中国 CSE 为不推荐或不确定的指南，而其余的大部分指南为推荐使用的指南(尚需补

充和改进)。多数关于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治疗建议比较一致。关于指南中妊娠期甲状腺功能

减退的监测频率和指标，治疗的指标、剂量，和治疗目标各不相同。 

结论  关于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指南的透明度以及报告的质量有待改进。在未来，临床上应

用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应根据可获得的最佳证据，严格制定和报告。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提

供高质量的指导方针，为临床决策提供有用和可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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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8 

妊娠前 20 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与流产发生风险之间的相关

性研究 

 
田利民,方媛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目前妊娠前 20 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与流产发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仍存在争议，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系统评价妊娠前 20 周亚临床甲减与流产发病率的相关性，以期为了解 SCH 和流

产之间的关系提供循证医学证据，同时为妊娠期 SCH 是否应给予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hina Biology 

Medicine、知网、万方数据库，搜集妊娠前 20 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与流产发生率的相关研

究。检索时限截至 2018 年 1 月。由两名研究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

险后，运用 GRADE 软件进行证据质量的评价。采用 RevMan5.3 软件和 Stata12.0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以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RR）及其 95%可信区间（95% CI）表示计数资料的最

终合并效应量。 

结果  共纳入 14 个研究，包括 33,640 例参与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未经治疗的亚临床甲

减孕妇发生流产的风险是甲功正常孕妇的 1.89 倍，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1.89, 95%CI (1.60, 

2.24), P < 0.05］；此外，依据妊娠期亚临床甲减诊断标准的不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采用达成共

识的 2 种比较通用的诊断标准（即 ATA 诊断标准和特异性的诊断标准）所定义的亚临床甲减患者

均与流产存在相关性，RR 及 95% CI 分别为［RR=2.04, 95%CI (1.66, 2.51), P < 0.05］及

［RR=1.60, 95%CI (1.19, 2.15), P < 0.05］，可见基于 ATA 诊断标准比特异性的诊断标准所定义

的亚临床甲减患者发生流产的风险高。妊娠期经治疗后的亚临床甲减孕妇发生流产的风险是甲功正

常孕妇的 1.14 倍，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RR=1.14, 95%CI (0.82, 1.57), P=0.44］；亚临床甲减合

并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的孕妇发生流产的风险是单纯性亚临床甲减孕妇的 2.69 倍，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RR=2.69, 95%CI (1.94, 3.73), P < 0.05］。 

结论  妊娠前 20 周亚临床甲减是发生流产的高危因素，而积极有效的治疗可明显降低流产的发生

率。相比而言，在妊娠期依据特异性的 TSH 参考值范围诊断亚甲减可能更加谨慎，使得妊娠期妇

女的管理更加安全。目前有关亚临床甲减增加流产发病风险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

究。 

 
 

PU-0369 

IL-34 在桥本甲状腺炎中的变化以及对甲状腺细胞凋亡的影响 

 
王硕,刘咏萍,赵娜,崔雪娇,李玉姝,单忠艳,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IL-34 以集落刺激因子-1（CSF-1）的配体被发现，现已报道参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理

生理过程，但是目前尚无 IL-34 与甲状腺相关疾病的研究。本研究对健康人群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血清 IL-34 浓度进行比较，观察人和 NOD.H-2h4 小鼠甲状腺组织 IL-34 的表达情况。评估 IL-34 对

甲状腺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收取桥本甲状腺炎和非桥本甲状腺炎患者的甲状腺组织测定 IL-34 的表达量。体外培养桥本

甲状腺炎患者甲状腺细胞，在 IL-34 的刺激下观察甲状腺细胞的凋亡情况。观察 NOD-H24 小鼠碘

水喂养 0 周、 8 周、16 周后 IL-34 表达的动态变化。检测健康人群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的血清 IL-

34 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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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桥本病患者血清 IL-34 浓度和甲状腺组织 IL-34 的表达明显低于非桥本病患者；IL-34 刺激后

的甲状腺细胞凋亡比例降低，并且 Bcl-2 表达升高，Bcl-2/Bax 比值升高；NOD.H-2h4 小鼠碘水喂

养 8 周、16 周后甲状腺组织中 IL-34 的表达明显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实，甲状腺组织中存在 IL-34 的表达，且在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 IL-34 的表达低

于非桥本甲状腺炎患者，同时 IL-34 可以抑制甲状腺细胞的凋亡。由于凋亡对甲状腺内稳态平衡和

疾病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提示 IL-34 可能有助于桥本病的相关治疗。 

 
 

PU-0370 

正常糖耐量的 Graves 病患者血糖波动特点的研究 

 
高谷,李凤飞,胡蕴,严仍娜,刘炳丽,刘晓梅,苏晓飞,马建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使用动态血糖监测（CGM）的方法进一步观察评估正常糖耐量的甲功未控制的

Graves 病（GD）患者的血糖变异度（GV）及血糖波动特点。 

方法  本研究是一个单中心、开放性、对照、观察性研究。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我们

选取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GD 患者 20 人作为 GD 组，同时选取健康体检人群 24 人作

为健康对照组。对所有受试者我们都进行了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分别测定了 0，30, 

120min 的静脉血糖、胰岛素、C-P 等指标。同时测定了空腹的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两组在基线数据采集及完成 OGTT 后，所有的受试

者都接受了为期 3 天的 CGM 检查，完成后分析其血糖变异度。主要的研究指标是两组间的平均血

糖波动幅度（MAGE）。 

结果  两组之间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HbA1c、HOMA-IR、HOMA-β 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OGTT 结果显示：GD 患者的餐后 30 分钟及 120 分钟血糖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群(P<0.05)。CGM

数据显示：GD 患者的 24h MAGE，平均血糖水平（MBG）、标准差（SD）均高于健康受试者
(2.0±1.2 vs. 1.2±0.5 mmol/L, P<0.05, 6.2±0.5 vs. 5.4 ±0.6 mmol/L, P<0.01, 0.8±0.4 vs. 0.5±0.2 

mmol/L, P<0.01)。此外，GD 患者三餐后的达峰血糖明显增高，并且早餐后及晚餐后的达峰时间比

健康人群明显延长  (早餐后 :128.0±60.8 vs. 81.0±16.9 min, P<0.01, 晚餐后 :115.0±43.0 vs. 

80.6±23.3 min, 均 P<0.01)。更重要的是，GD 患者从凌晨 4 点开始每小时 MBG 逐渐升高，存在明

显的黎明现象，以及出现早餐后 1 至 4 小时逐渐升高的曲线下面积（AUC）。相关分析显示：FT3

及 FT4 水平均与 24h MAGE, MBG, SD 及变异系数 (CV%)呈正相关（均 P<0.05）。多元线性逐步

回归分析显示：FT4 水平是 MAGE 的独立相关危险因素(Beta=0.50, P<0.01)。 

结论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正常糖耐量的甲功未控制的 GD 患者血糖变异度更高，血糖波动更明

显。我们的研究提示：甲亢患者不仅需要关注糖代谢异常，更要重视甲亢治疗中血糖变异度的变

化。 

 
 

PU-0371 

妊娠早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合并不同危险因素组分对自然流产影响的分析 

 
袁宁,张晓梅,蔺莉,李智,孙健斌,赵心,杜静,张静,李方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CH）可增加自然流产的风险，但 SCH 合并不

同甲状腺疾病危险因素组分对妊娠早期自然流产影响的是否有所不同，目前尚存争议。因此本研究

主要分析甲状腺功能正常妊娠妇女和 SCH 合并不同危险组分妊娠妇女妊娠早期自然流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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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顺序纳入从 2016 年 4 月到 2018 年 1 月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建档的妊娠妇女 999 例，

在妊娠早期（孕 7 周到孕 12 周）间行甲状腺功能和甲状腺抗体检测，并记录 BMI、孕产史、甲状

腺疾病史及用药史。SHC 定义为 TSH 水平高于妊娠特异性参考值上限，FT4 水平正常。正常组为

甲功正常和 TPO 抗体阴性的妊娠妇女。妊娠早期自然流产定义为发生在妊娠前 12 周的自然流产或

超声证实为胚胎停育并行药物流产或刮宫术。将存在 TPO 抗体阳性和（或）既往存在甲减未达标

的妊娠妇女（即需要甲状腺素治疗的 SCH）纳入 SCH 高危险组，将存在妊娠期甲状腺疾病高危因

素（主要包括既往甲亢、甲状腺结节病史，年龄 ≥30 岁，不良孕产史，≥2 次的妊娠，

BMI≥40Kg/m2）的妊娠妇女纳入 SCH 中危险组，将没有上述危险因素的妊娠妇女纳入 SCH 低危

险组。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本研究中妊娠早期自然流产率为 9.9%，SCH 妊娠妇女妊娠早期流产率高于甲功正常妊娠

妇女（18.4%对 8.78%，P＜0.05）。 

2、妊娠早期自然流产组（简称流产组）妊娠妇女年龄、TSH 水平高、TPOAb 阳性率和不良孕产

史比例高于非流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3、与正常组相比，SCH 中和高风险组妊娠早期自然流产率均升高，SCH 中危险组（20.8%对

8.78%，OR 3.452 [95%CI 1.317-9.051]），SCH 高风险组（15%对 8.78%，OR 1.828 [95%CI 

0.520-6.428]）。SCH 低、中和高危险组接受 L-T4 治疗的比例分别为 20%、16.7%和 70%，其中

高风险组中 TPOAb 的妊娠妇女接受 L-T4 治疗的比例为 100%。三组在年龄、TGAb 阳性率、经产

妇比例方面具体统计学意义（P＜0.05），在 TSH、FT4 和不良孕产史方面无差异。 

结论  TPO 阳性的 SCH 和孕前诊断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在临床工作中已得到重视，并接受了积极的

治疗。但合并甲状腺疾病其他危险因素的 SCH 妊娠妇女妊娠早期自然流产率高，治疗率低，在临

床工作中应引起重视，积极治疗。 

 
 

PU-0372 

一侧甲状腺乳头状癌伴对侧隐匿性癌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雪洁,肖海鹏,苏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甲状腺乳头状癌合并对侧隐匿性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隐匿性癌及多灶癌发

生的危险因素，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52 例行甲状腺全切术及术

前超声提示一侧癌，对侧及峡部未发现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

（PTMC）311 例，甲状腺非微小乳头状癌（非 PTMC）241 例。对年龄、性别、TSH、TG-Ab、

TPO-Ab，超声指标如回声、钙化、血流、淋巴结转移等进行分析。对分类变量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卡方检验或 Fisher Exact Test。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P <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中 13-15%存在对侧隐匿性癌（术前检查未发现，但术后病理确诊为

癌），20-25%为多灶癌（甲状腺癌全切术后病理示多个癌灶存在于一侧或双侧甲状腺）。在多因

素分析中，非 PTMC 组 TSH 降低（OR 5.23，95%CI1.35-20.98；OR 7.58，95% CI1.80-

31.96),TG-Ab 升高（OR 2.35,95%CI1.13-4.87；OR 1.99, 95%CI1.06-3.76),血流丰富（OR 

4.07，95%CI1.38-12.00；OR 2.27，95%CI1.09-4.71）及对侧甲状腺存在良性结节（OR 2.52，

95%CI1.19-5.33；OR 2.26，95%CI 1.21-4.22)均为预测对侧隐匿性癌及多灶癌危险因素。 PTMC

组年龄≥55 岁（OR 3.10，95%CI1.41-6.84)，病理示患侧为多灶性癌（OR 3.12，95%CI1.29-

7.53)、淋巴结转移（OR 2.38，95%CI1.14-4.95)，以及超声示肿瘤数＞1（OR 2.39，95%CI 

1.07-5.34)为预测对侧隐匿性癌的危险因素；病理示淋巴结转移（OR 2.26，95%CI1.24-4.12)为预

测多灶癌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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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 PTMC 患者，年龄大于 55 岁、超声示肿瘤数＞1、病理示患侧多灶癌及淋巴结转移，对

对侧隐匿性癌及多灶癌具有预测意义。对于非 PTMC 患者，TSH 降低、TG-Ab 升高、术前超声示

血流丰富及对侧存在甲状腺良性结节可以预测对侧隐匿性癌及多灶癌。 

 
 

PU-0373 

武汉万松社区居民碘营养与甲状腺形态 

及自身免疫功能的现况研究 

 
王娟娟 

1.武汉市中心医院 

2.武汉市协和医院 

 

目的  评估武汉万松社区居民碘营养状况与甲状腺形态及自身免疫功能的流行情况，为科学补碘防

控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万松社区的 1456 例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尿碘、甲状腺形

态及甲状腺自身免疫功能等检查；根据尿碘浓度（UIC）将受试者分为碘缺乏（0-99ug/L）组、碘

足量（100-199ug/L）组、碘超足量（200-299ug/L）组和碘过量（≥300ug/L）组，比较不同碘营

养水平的人群中甲状腺形态及自身免疫功能的差异性。 

结果  1456 例调查对象中，因标本污染、数据遗失，剔除不良数据后共收集有 1439 份完整标本。

人群尿碘中位数为 222.84ug/L；超过半数的人群（59%）处于碘超足量甚至碘过量状态。人群甲

状腺结节患病率为 18.69%，女性甲状腺结节患病率（20.79%）明显高于男性（15.53%）（p＜

0.05）；人群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碘缺乏组（20.00%）＞碘过量组（19.33%）＞碘足量组

（18.57%）＞碘超足量组（17.90%），四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可见人群甲

状腺结节检出率与碘营养状态水平呈现“U”型分布。人群 TPO-Ab 阳性率为 14.38%，TG-Ab 阳性

率为 15.22%，二者均为阳性的概率为 9.03%；女性 TPO-Ab、TG-Ab 阳性率及二者均为阳性的概

率明显高于男性（17.78%vs9.25%、22.06%vs4.89%、12.47%vs3.84%）（p＜0.05）；不同碘营

养水平时，TPO-Ab、TG-Ab 的阳性率无明显差异，但不同碘营养水平下，TPO-Ab 和 TG-Ab 均为

阳性的概率有明显差异，碘缺乏状态下二者均为阳性的概率明显比碘足量、超足量、过量状态下高

（16.92% vs8.42%、8.30%、7.99%）（p＜0.05）。 

结论   

武汉万松社区居民碘营养状况大多处于碘超足量和碘过量水平，碘营养水平能影响甲状腺结节和甲

状腺自身免疫抗体的产生。 

 
 

PU-0374 

Graves’病伴发 Graves’眼病的危险因素研究 

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蔡奕锋,肖海鹏,洪澍彬,李进,苏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我院收治的 Graves’病（GD）伴或不伴发 Graves’眼病（GO）患者，探

讨 GD 伴发 GO 的危险因素，建立 GD 伴发 GO 的风险评估模型。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286 例 GD 患者进行病例对照研究。根据有无

伴发 GO 分为两组，记录性别、GD 发病年龄、GD 病程、甲状腺功能亢进家族史、高血压病家族

史、糖尿病家族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或甲状腺球蛋

白抗体（TgAb）升高史、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史、甲减病史、饮酒史、吸烟史，吸烟指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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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TPOAb、TgAb、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血常规等实验室检查指标，并

根据甲状腺 B 超结果计算甲状腺体积。采用 T 检验、非参数秩和检验、卡方检验分析各项指标的

差异。采用向前逐步法筛选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建立 GD 伴发

GO 风险评估模型。 

结果  单因素分析中，GO 组患者男性比例、GD 发病年龄、糖尿病史、甲减无治疗率、末次就诊时

TSH、FT4、TRAb、LY、NLR、BASO 比无 GO 组高，抗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比例、TPOAb 和/或

TgAb 升高比例、末次就诊时 TPOAb、TgAb、PLT、MO 比无 GO 组低（P＜0.1）。经向前逐步

法筛选之后，男性、GD 发病年龄、TPOAb 和/或 TgAb 升高史、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史、甲减

史、末次就诊时 TRAb、LY、MO、PLT 被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该模型 ROC 的 AUC 为

85.71%，最佳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8.87%和 79.86%，准确度为 79.37%，阳性预测值和阴性

预测值分别为 79.43%和 79.31%。 

结论  男性、GD 发病年龄、TPOAb 和/或 TgAb 升高史、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史、甲减史、末次就

诊时 TRAb、LY、MO、PLT 与 GD 伴发 GO 有明显相关性，以这些指标建立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具有良好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可以准确地评估 GD 伴发 GO 风险。 

 
 

PU-0375 

荆州地区妊娠中期甲状腺功能参考值确定及相关因素分析 

 
薛君力,胡亚俊,李承斌,曾姣娥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建立荆州地区妊娠中期甲状腺功能参考值范围 

方法  选取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接受产前检查的 385 例妊娠中期孕妇为研究对象，检测包括促甲状腺

激素（TSH）、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在内的甲状腺功能水平，采用美国临床生化研究院推荐

的方法筛选 120 例确定荆州地区妇女妊娠中期血清 TSH、FT4 及 FT3 的范围，并以此标准及 ATA

标准作为参考范围评判妊娠中期孕妇甲状腺功能水平，并采用 SPSS17.0 软件分析 TSH、FT4 及

FT3 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荆州地区妊娠中期孕妇甲状腺功能参考范围 TSH  0.44-4.56μIU/ml  FT3 3.94-

6.07pmol/l  FT4  7.60-13.32pmol/l， 以此为标准荆州地区妊娠中期甲减发生率为 0.26% ，妊娠中

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为 1.82%，低 T4 血症发生率为 5.46%，TSH 低于 0.44μIU/ml 的

发生率 3.64% ；采用 ATA 推荐妊娠中期参考范围 TSH( 0.2-3.0μIU/ml)，甲减及亚临床甲减发生率

为 11.17%，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示 TSH 与年龄及 FT4 相关

（F=5.20  P=0.01) 

结论   建立适应本地区的妊娠甲状腺功能参考范围能更好判断妊娠期甲状腺功能。 

 
 

PU-0376 

含富碘中药复方治疗 ATD 

不耐受 Graves 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洪勇涛,高天舒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含富碘中药复方治疗 ATD 不耐受 Graves 病的疗效及安全性，为富碘中药的临床广泛应

用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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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及住院的拒绝
131I 及手术治疗的 ATD 不耐受的 Graves 病肝损害患者 15 例，其中 9 例联合小剂量甲巯咪唑片(5-

10mg)，6 例为纯中药治疗，所有患者均联合保肝药物口服。入选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2 周时测定

尿碘含量，在起始治疗后的第 4、8、12 周测定血清 FT4，FT3，TSH，TgAb，TPOAb，TRAb。

观察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甲状腺功能、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变化。 

结果  1、患者治疗前尿碘中位数为 50ug/L。治疗 2 周时尿碘中位数达到 300ug/L。 

2、治疗 4 周时，与治疗前相比，血清 FT3、FT4 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TSH 变化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 12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血清 FT3、FT4 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血清

TSH 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治疗 4 周时，与治疗前相比，甲状腺自身抗体 TgAb、TPOAb 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TRAb 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甲状腺自身抗体 TgAb、TPOAb

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TRAb 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4、治疗 4 周时，有 7 例出现低 T4 血症，FT4(9.06±2.65)pmol/L。治疗 12 周后，患者肝功能均在

正常范围。疗程中未出现碘脱逸。 

结论  Graves 病患者普遍存在碘缺乏，经中药补碘后尿碘含量达到 300ug/L，补碘后患者不出现碘

脱逸。含富碘中药复方治疗 Graves 病安全有效，也会出现低 T4 血症。含富碘中药复方能够明显

降低 TRAb，但停药后可能仍需小剂量 ATD 治疗。 

 
 

PU-0377 

南通地区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甲状腺结节发病状况以及相关因素分析 

 
陈炜,张荣萍,顾云娟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南通地区住院 2 型糖尿病( T2DM) 患者的甲状腺结节发病情况，分析 T2DM 患者中影响

甲状腺结节的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T2DM 患者 528 例，收集患者基本资料( 性

别、年龄、糖尿病病程、BMI、腰围身高比、是否使用二甲双胍) ，对所有患者进行甲状腺超声检

查，判断是否存在甲状腺结节，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 、空腹血糖( FPG) 、空腹胰岛素和 C 

肽、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 ) 、游离甲状腺素( FT4 ) 、促甲状腺激素( TSH) 水平、血脂

水平、维生素 D 浓度以及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按有无甲状腺结节分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上述

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并进行 log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住院的 T2DM 患者甲状腺结节患病率 58.3% ，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维生素 D 浓

度、是否使用二甲双胍是 T2DM 患者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 P ＜0.05)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显示，性别、年龄、维生素 D 浓度、是否使用二甲双胍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甲状腺结节相关

（P<0.05），女性、高龄、低维生素 D 浓度以及不使用二甲双胍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甲状腺结

节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结论  T2DM 患者中有较高的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女性、高龄、低维生素 D 浓度以及不使用二甲

双胍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甲状腺结节的独立的危险因素。有必要对 T2DM 患者进行常规的甲状

腺结节超声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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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78 

儿童甲状腺癌 62 例临床分析 

 
王嘉丽,任潇亚,倪鑫,邰隽,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调查住院登记的儿童甲状腺占位疾病及甲状腺癌流行趋势，总结甲状腺癌临床特点、诊断方

法及预后。调查住院登记的儿童甲状腺占位疾病及甲状腺癌流行趋势，总结甲状腺癌临床特点、诊

断方法及预后。 

方法  对 200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接受治疗的 164 例儿

童甲状腺占位性疾病患者进行病历资料搜集及回顾性研究，并对其中 62 例甲状腺癌患者进行预后

随访。 

结果  2006-2017 年住院登记的甲状腺占位及甲状腺癌患儿数目呈上升趋势，62 例甲状腺癌患儿中

1 例为滤泡状癌，余均为乳头状癌，60 例以发现颈部肿物就诊。115 例行手术治疗的甲状腺占位患

者行甲状腺或颈部超声检查，超声检查的准确率为 84.35%；62 例甲状腺癌患者中，8 例行细针穿

刺细胞学检查，其准确率为 87.5%，超声与细针穿刺抽吸活检的准确率未见显著差异。甲状腺癌术

后电话随访到患者 48 例，随访 0.25~8.67 年，2 年以上随访>50%，多数预后良好。远期并发症包

括：97.92%患儿甲状腺功能减低，L-T4 替代治疗满意；33.33%患儿有低钙血症，仅 5 例低钙血症

患儿自然缓解，平均缓解时间 1.9 个月，最晚 6 月缓解，其余按照继发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治疗，无

明显低钙血症症状。9 例患儿术后有远处转移。6 例患儿复发，平均复发时间为 12.8 月，最晚 2 年

复发。总体预后可，最长追访 8 年无死亡。 

结论  儿童甲状腺占位及甲状腺癌存在上升趋势，儿科患者的超声检查协助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

以及指导手术治疗，有易于接受而且有效的优势。儿童甲状腺癌术后远期并发症以甲状腺功能减

低、低钙血症为主，低钙血症 6 月之内可有自然缓解，术后 2 年为密切观察期，总体治疗满意，无

死亡。 

 
 

PU-0379 

儿童甲状腺癌 62 例临床分析 

 
王嘉丽,任潇亚,倪鑫,邰隽,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调查住院登记的儿童甲状腺占位疾病及甲状腺癌流行趋势，总结甲状腺癌临床特点、诊断方

法及预后。 

方法  对 200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接受治疗的 164 例儿

童甲状腺占位性疾病患者进行病历资料搜集及回顾性研究，并对其中 62 例甲状腺癌患者进行预后

随访。 

结果  2006-2017 年住院登记的甲状腺占位及甲状腺癌患儿数目呈上升趋势，62 例甲状腺癌患儿中

1 例为滤泡状癌，余均为乳头状癌，60 例以发现颈部肿物就诊。115 例行手术治疗的甲状腺占位患

者行甲状腺或颈部超声检查，超声检查的准确率为 84.35%；62 例甲状腺癌患者中，8 例行细针穿

刺细胞学检查，其准确率为 87.5%，超声与细针穿刺抽吸活检的准确率未见显著差异。甲状腺癌术

后电话随访到患者 48 例，随访 0.25~8.67 年，2 年以上随访>50%，多数预后良好。远期并发症包

括：97.92%患儿甲状腺功能减低，L-T4 替代治疗满意；33.33%患儿有低钙血症，仅 5 例低钙血症

患儿自然缓解，平均缓解时间 1.9 个月，最晚 6 月缓解，其余按照继发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治疗，无

明显低钙血症症状。9 例患儿术后有远处转移。6 例患儿复发，平均复发时间为 12.8 月，最晚 2 年

复发。总体预后可，最长追访 8 年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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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甲状腺占位及甲状腺癌存在上升趋势，儿科患者的超声检查协助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

以及指导手术治疗，有易于接受而且有效的优势。儿童甲状腺癌术后远期并发症以甲状腺功能减

低、低钙血症为主，低钙血症 6 月之内可有自然缓解，术后 2 年为密切观察期，总体治疗满意，无

死亡。 

 
 

PU-0380 

不同甲状腺疾病中 IgG 型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的糖基化修饰 

 
李媛 1,赵晨旭 1,于楠 1,赵克力 2,李岩 2,卢桂芝 1,黄友媛 1,高莹 1,张俊清 1,郭晓蕙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目的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hyroglobulin antibody, TgAb）是一种糖蛋白，以 IgG 型为主。IgG 分为

IgG1、 IgG2、 IgG3 和 IgG4 四种亚型。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 s 

thyroiditis, HT）患者血清 IgG 型 TgAb 多种糖基和寡糖修饰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推测

TgAbIgG 的糖基化修饰可能影响其生物学功能，进而参与机体体液免疫，但其作用机制尚未明

确。本研究通过检测不同甲状腺疾病中 TgAb IgG1 和 IgG4 两种亚型糖基化修饰的差异，探讨其在

不同甲状腺疾病发病机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方法  收集 HT 患者 16 例， Graves 病（Graves’ disease, GD）患者 9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患者 6 例，健康对照者（healthy control, CON）10 例的血

清，应用亲和层析的方法纯化血清 IgG 型 TgAb，应用 ELISA 法检测各组样本 IgG1 和 IgG4 型

TgAb 的浓度，用凝集素芯片技术检测不同甲状腺疾病中同一 IgG 亚型相同 TgAb 的浓度下，IgG1

和 IgG4 两种亚型的糖基化修饰水平。 

结果  在不同甲状腺疾病中，HT 与 PTC 的糖基化修饰水平相近，表现为 TgAb IgG1 甘露糖、唾液

酸、Neu5Acα6Gal 糖基含量的升高，显著高于 GD 组和 CON 组。HT 患者 TgAb IgG1 的甘露糖、

半乳糖和 Neu5Acα6Gal 寡糖的修饰水平较健康人群显著提高，GlcNAc 的修饰水平可能高于健康

人群。除核心岩藻糖的水平未检测到升高外，以上发现均与前期 IgG 型 TgAb 的糖基化修饰结果趋

于一致。 TgAb IgG1 在 GD 组和 CON 组的糖基化修饰水平无显著差异。不同甲状腺疾病中 TgAb 

IgG4 的糖基化修饰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  TgAb IgG1 亚型的糖基化修饰差异可能是导致 IgG 型 TgAb 糖基化修饰差异的主要原因之

一。HT 组 TgAb IgG1 亚型的糖基化修饰水平存在异常升高状态，提示 TgAb IgG1 的糖基化修饰差

异可能参与了 HT 的发病机制。 

 
 

PU-0381 

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 2 例临床研究并文献复习 

 
张丽娟,皇甫建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2 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点及甲状腺激素受体 β(thyroid hormone 

receptor-β，THRβ)基因的突变情况，并对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的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 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的相关病例资料，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该 2 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患者中，1 例具有明显的甲状腺毒症症状，表现为心悸、多

汗、乏力，甲状腺激素水平增高，给予 ATD 后症状无缓解，且激素水平无下降，虽拒绝行基因检

测，考虑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垂体性）诊断明确。另一例以颈部不适入院，无明显甲状腺毒症

及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临床症状，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大剂量地塞米松试验被抑制，基因检测提示

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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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临床上相对罕见，常因对本综合征认识不够误诊为甲亢等，给予 ATD

或 131 碘治疗，甚至甲状腺局部、大部分切除术，导致外周甲状腺激素减少而进一步减弱对垂体的

负反馈，致使血清中 TSH 进一步升高，从而引发血清甲状腺激素的再次升高或剩余甲状腺组织的

再次增生，使得临床症状难以缓解，故对有相关典型表现，或经相关药物治疗后症状改善不明显，

化验无明显改变者应考虑本综合征存在。 

 
 

PU-0382 

二氢睾酮对雄性小鼠 Graves’病模型甲状腺功能 

及淋巴细胞因子的影响 

 
刘莲叶 1,2,伍丽萍 1,施秉银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2.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用腺病毒表达的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A-亚单位（human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 A-subunit, Ad-TSHR289 ）免疫雄性 BALB/c 小鼠诱导建立 Graves’ 病（Graves’ 

disease）模型；用 5mg 剂量的 5α-二氢睾酮（5α- dihydrotestosterone, DHT）预处理雄性

BALB/c 小鼠 Graves’病模型，研究 DHT 对雄性 BALB/c 小鼠 Graves’病模型发生发展及其脾脏淋

巴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 

方法  雄性 6～8 周龄近交系 BALB/c 小鼠 63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造模组、安慰剂组及 5mg DHT

组。用 Ad-TSHR289 免疫雄性 BALB/c 小鼠诱导建立 Graves’病模型，具体方法如下：其中三组

（包括造模组、安慰剂组及 5mg DHT 组）雄性小鼠每次肌肉注射重组腺病毒（Ad-TSHR289）

5×107IU，对照组注射等量对照腺病毒，每隔 3 周一次，共 3 次，第三次免疫后 4 周处理小鼠。在

免疫前 1 周 5mg DHT 组皮下植入 90 天缓慢释放的 5mg DHT 片剂，安慰剂组植入对应剂量的安慰

剂，观察 DHT 对雄性小鼠甲状腺功能的影响；用流式细胞学方法检测雄性小鼠的脾脏淋巴细胞分

泌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白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IL-4、IL-9 及 IL-17 的细胞

百分比变化。 

结果  雄性小鼠造模组的甲状腺刺激性抗体结合抑制指数、总甲状腺素与游离甲状腺素均比正常对

照组显著升高（P <0.001）。造模组雄性小鼠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片 HE 染色显示甲状腺滤泡及滤

泡细胞增大，较大的甲状腺滤泡细胞侵入滤泡腔内。DHT 预处理组小鼠的甲状腺功能与安慰剂组

相比有下降趋势，尚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5）。DHT 组雄性 BALB/c 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分

泌 Th2 细胞因子 IL-10 的细胞百分比与安慰剂组相比显著增加（P＜0.05）；DHT 预处理后小鼠脾

脏淋巴细胞分泌 IFN-γ、IL-4、IL-9 及 IL-17 的细胞百分比与安慰剂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DHT 降低雄性 BALB/c 小鼠 Graves’病模型的甲状腺功能的作用不甚显著。DHT 可能通过上

调细胞因子 IL-10 而发挥对雄性 BALB/c 小鼠 Graves’病模型的免疫调节作用。 

 
 

PU-0383 

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患者 临床特点分析 

 
陈存仁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析 2 例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IAS)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 IAS 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近年收治的 2 例 IAS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的既往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

及治疗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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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例患者分别合并 Graves 病、桥本甲状腺炎，均曾服用甲巯咪唑治疗；反复出现自发性低血

糖发作，发作时血糖水平均<2．8 

mmol／L；实验室检查示血胰岛素水平升高，血清胰岛素自身抗体(IAA)阳性。2 例均诊断为 IAS。

入院后停用甲巯 

咪唑，给予静脉注射或口服葡萄糖治疗后低血糖症状缓解，2 例均好转出院。其中 1 例院外给予泼

泥松 30 mg／d 治 

疗。随访半年均未再发作低血糖，血清 IAA 水平明显降低。 

结论  IAS 是一种以反复发作低血糖为主要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常合并甲状腺疾病。甲巯咪唑

可诱发该病。血清胰岛素及 IAA 检测是诊断该病的主要依据。 

 
 

PU-0384 

L-T4 对 SCH 大鼠记忆能力 

及海马 BDNF-TrKB 信号通路影响的实验研究 

 
陈巍,高天舒,张凤暖,孙群群,察依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1.研究 L-T4对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SCH）大鼠记忆能力的影响。2 探讨 BDMF-TrKB 通

路参与 L-T4对脑功能的调控。 

方法  33 只 SPF 级 Wistar 成年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3 组：假手术组、模型组、L-T4 组，采用“甲

状腺全切+术后 L-T4 皮下注射 ”建立 SCH 模型。予相关处理因素（L-T4 组 5.0μɡ/kg/d）6 周。实

验前后行水迷宫测试。麻醉处死大鼠，分别留取血清及海马组织，放射免疫法（RIA）检测血清中

总 T4（TT4）、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ICMA）检测血清中促甲状腺激素（TSH）、ELISA 法检测

大鼠海马中 BDNF；光镜下观察 Nissl 染色的海马组织 CA1 区尼氏小体；RT-PTC 法检测大鼠海马

BDNF、TrKB 表达；免疫荧光双标海马 CA1 区 BDNF/TrkB。 

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 TSH 水平明显升高、TT4水平无变化、Morris 水迷宫逃避潜

伏及空间探索成绩显著下降、海马中 BDNF 水平降低、海马中 BDNFmRNA 及 TrKBmRNA 积分光

密度表达均显著减少、海马 CA1 区尼氏小体数目及荧光免疫双标 BDNF/TrKB 双阳性细胞明显减少

（P 均<0.05）；与模型组比较，L-T4组可降低 SCH 大鼠升高的 TSH 水平、改善 SCH 大鼠 Morris

水迷宫逃避潜伏及空间探索成绩、增加海马 BDNF、TrKB 的表达水平、增加海马 CA1 区尼氏小体

及 BDNF/TrKB 双阳性细胞的数量（P 均<0.05）。 

结论  1.成年 SCH 大鼠存在记忆功能减退，可能与海马 BDNF-TrKB 通路下调有关；2.补充 L-T4 可

改善 SCH 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其机制可能通过调节 SCH 大鼠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上调海马

BDNF-TrKB 通路有关。 

 
 

PU-0385 

内质网应激介导高甘油三酯饮食诱导的甲状腺球蛋白 

降低和甲状腺功能减退 

 
张晓寒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近年研究发现，过量脂质摄入和肥胖所相关的脂质代谢紊乱可能参与甲减的发生。Shao 发现

给予大鼠高猪油饮食，血清 T4下降，TSH 升高和伴有甲状腺形态学异常改变。Shong 发现，高脂

饮食诱导肥胖小鼠小鼠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原发性甲减。上述研究均提示脂质代谢紊乱参与导致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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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功能减退，但是，其具体发生机制仍少有报道。本研究通过体内与体外实验，探讨高脂饮食摄入

导致甲减的可能机制。 

方法  通过给予雄性 SD 大鼠普通对照饮食或高脂饮食喂养 18 周，检测血清甲状腺相关激素和 24

小时放射性碘摄取实验评估甲状腺功能；通过 H&E 染色及透射电镜，观察甲状腺一般病理形态和

超微结构变化；通过 RT-PCR 和 WB 观察甲状腺激素合成关键蛋白 Tg、NIS、TPO 的 mRNA 和蛋

白水平；通过 WB 观察大鼠甲状腺和棕榈酸处理的人甲状腺原代细胞的内质网应激 eIF2a、IRE1、

ATF6 激活水平；通过 Tg 糖基化修饰的检测评估其细胞内定位；通过抑制蛋白翻译或蛋白酶体作

用，评估 Tg 的降解情况；通过给予大鼠内质网应激抑制剂 4-PBA 或撤除饮食脂质，观察上述指标

改善情况。 

结果  不同饮食喂养 18 周后，高脂饮食组大鼠血清 TT4较对照饮食组显著下降，TSH 水平升高，

24 小时放射性碘摄取较对照饮食组明显下降，提示高脂饮食导致甲状腺功能下降。高脂饮食组大

鼠呈滤泡上皮呈扁平状，提示功能为低活跃状态；电镜下细胞核周池增宽肿胀，内质网扩张，提示

内质网病变及功能异常。高脂饮食未导致大鼠甲状腺 Tg、NIS、TPO 的 mRNA 表达下降，大鼠主

要表现为 Tg 蛋白水平的显著下降。同时，高脂饮食组大鼠甲状腺组织和棕榈酸处理人甲状腺原代

细胞中，eIF2a 磷酸化水平升高，提示内质网应激发生和非折叠蛋白反应的激活。棕榈酸处理细胞

的 Tg 糖基化修饰程度低，提示 Tg 滞留内质网。抑制蛋白酶体作用，棕榈酸诱导的 Tg 下降得到改

善。通过应用放线菌酮抑制新生 Tg 后，棕榈酸处理细胞较对照组 Tg 降解增快，提示高脂可促进

Tg 的降解。通过应用 4-PBA 抑制内质网应激或撤除高脂饮食，大鼠甲状腺内质网应激缓解，Tg 水

平及甲状腺功能改善。 

结论  高甘油三酯饮食通过内质网应激导致 Tg 下降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缓解内质网应激和调整饮

食可改善高脂导致的 Tg 下降和甲状腺功能减退。 

（课题号：81430020，81230018） 

 
 

PU-0386 

妊娠早期不同标准诊断亚临床甲减的妊娠妇女 

临床特点及用药情况分析 

 
袁宁,张晓梅,蔺莉,李智,张静,孙健斌,赵心,杜静,李方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2017 年美国甲状腺学会（ATA）将妊娠期早期亚临床甲减（SCH）TSH 参考值上限从

2.5uIU/ml 调整为 4.0uIU/ml，同时建议 TSH＞2.5uIU/ml 的 SCH 合并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应用甲状腺素的治疗，本研究主要探讨妊妊娠期早期不同标准诊断 SCH 的妊娠妇女临

床特点和临床实践中的用药情况。 

方法  顺序纳入从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建档的妊娠早期妇女 898 例,除

外既往存在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亚临床功能减退症（SCH）54 例，入组 844 例。入组的妊娠妇女

在妊娠早期进行血糖、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球蛋白（TG 抗体）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 抗

体），并记录身高、体重、体重指数（BMI）及孕产史，妊娠中期及晚期进行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妊娠早期，将 TSH 大于正常值下限至 2.5uIU/ml，FT4 水平正常，TG 抗体和 TPO 抗体阴性的妊娠

妇女纳入正常组，共 541 例；将 TSH 2.5-4.0uIU/ml，FT4 水平正常的妊娠妇女纳入观察组，共

124 例；将 TSH＞4.0uIU/ml，FT4 水平正常的妊娠妇女纳入 SCH 组，共 36 例。收集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正常组经产妇的比例高于观察组（46.0%对 32.3%，P＜0.05）。观察组 TSH 水平在妊娠

中、晚期均高于正常组，具体统计学差异（P＜0.05）。相对于观察组，SCH 组 TG 抗体的比例高

于观察组（27.8%对 12.9%，P＜0.05）。SCH 组妊娠早期 FT4 水平低于观察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两组 TSH 水平在妊娠中期和晚期无明显差异。观察组中合并 TPOAb 的比例为

13.7%，在合并 TPOAb 阳性的妊娠妇女中，妊娠早期接受甲状腺素治疗的比例为 35.2%。SCH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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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并 TPO 抗体阳性的比例为 16.7%，在合并 TPOAb 阳性的妊娠妇女中，妊娠早期接受甲状腺

素治疗的比例为 100%，SCH 组中合并 TPO 抗体阴性妊娠妇女接受甲状腺素治疗的比例为

30.0%。 

结论  妊娠期早期 TSH 2.5-4.0uIU/ml 合并 TPO 抗体阳性的妊娠妇女接受甲状腺素治疗的比例仅为

35.2%。因此妊娠期早期 TSH 2.5-4.0uIU/ml 的妊娠妇女，应在妊娠早期积极筛查 TPO 抗体，并关

注 TSH 在整个妊娠期的变化。 

 
 

PU-0387 

妊娠期碘营养异常对子代认知发育影响 

 
赵桐,王浩宇,彭诗乔,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碘是合成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和甲状腺素（T4）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它在大多数器官特

别是脑的早期生长和发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很多国家已经实施食盐加碘，然而欧

洲有 2/3 的妊娠期妇女处于碘摄人不足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一些城市又处于碘摄入过量

的状态。已有临床研究发现母体碘缺乏即使是边缘性的碘缺乏依然会影响子代的认知发育。然而，

我们对于其中的机制研究得很少。我们建立了对碘相对敏感的妊娠期碘营养异常的 Wistar 大鼠模

型，通过行为学及电生理实验，研究妊娠期碘营养异常对后代认知功能的影响。通过检测 Wnt/β-

catenin 信号通路的相关蛋白表达情况，来进行机制研究。 

方法  成年母鼠分为边缘性碘缺乏组（ML），碘正常组(N)，6 倍高碘组(6HI)。从妊娠第一天(E0)

开始特异性碘水喂养至产后第 10 天。我们采用 ICP-MS 检测了妊娠期（E17）母鼠的尿碘水平。

我们分别检测了 P21 及 P40 仔鼠的水迷宫来探讨仔鼠的认知功能的发育。我们分别检测了

P10,P21,P40 的长时程增强效应来探讨 CA1-CA3 区的突触可塑性。通过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P10, P21, P40 仔鼠的 Wnt, Dkk-1, Dvl, P-β-catenin,β-catenin, P- GSK-3β,GSK-3β 蛋白表达水

平。 

结果  E17, 与 N 组相比，ML 组母鼠尿碘略低于 N 组，6HI 组母鼠尿碘将近 N 组的 6 倍

（P<0.05）。P10 及 P21,与 N 组相比，ML 组及 6HI 组海马 LTP 受到抑制（P<0.05）。与 N 组相

比，ML 组及 6HI 组海马 Wnt, Dvl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GSK-3β 活性降低（P<0.05）。而 Dkk-1 的

蛋白表达水平增高，β-catenin 活性增高（P<0.05）。P21, 与 N 组相比，ML 组及 6HI 组第三天的

潜伏期时间增长（P<0.05）。P40, 与 N 组相比，ML 组及 6HI 组水迷宫表现无明显差异，LTP 并

未受到抑制，Wnt, Dkk-1, Dvl 蛋白表达及 β-catenin, GSK-3β 活性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妊娠期碘营养异常对于子代的认知发育是有影响的，然而这种影响是一过性的。 

 
 

PU-0388 

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 36α 参与 Graves 病的发病及机制研究 

 
姚秋明 1,张进安 2 

1.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周浦医院 

 

目的  检测 IL-36α 在 GD 患者外周血和甲状腺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探讨 IL-36α 在 GD 发病中的作

用及机制。 

方法  共收集 99 例初诊 GD、25 例顽固 GD 和 63 例正常对照者(NC 组)的外周静脉血，提取外周血

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和分离血清。采用实时定量 PC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检测 PBMCs 中 IL-36α 在转录水

平的表达；血清中 IL-36α 的蛋白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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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检测；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 FCM）检测 PBMCs 中 CD4+IL-36α+T 细胞所占百分

比；通过免疫组化检测 IL-36α 在甲状腺组织的表达情况。进而我们将分离的 PBMCs 在重组人 IL-

36α 蛋白联合 IL-2 或仅 IL-2 条件下培养 24 小时，通过蛋白悬浮芯片（Cytokine assay）技术测定

培养上清中 IFN-γ、TNF-α、IL-6 和 IL-17A 的蛋白水平。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初诊 GD 组患者 PBMCs 中 IL-36α mRNA 的表达量显著高于顽固 GD 组

和 NC 组（P=0.017，P=0.010）；相关性分析发现初诊 GD 组患者 PBMCs 中 IL-36α mRNA 的表

达量与 TRAb 呈显著正相关（P=0.029，r=0.500）。ELISA 结果显示初诊 GD 组患者血清 IL-36α 

蛋白浓度显著高于顽固 GD 组和 NC 组（P=0.010；P=0.007）；FCM 结果显示 GD 组患者

PBMCs 中 CD4+IL-36α+T 细胞百分比显著高于 NC 组（P=0.030）；免疫组化结果显示，IL-36α 在

甲状腺组织中有表达且在 GD 患者的甲状腺组织中的表达水平高于正常对照者。体外细胞培养：重

组人 IL-36α 蛋白刺激后 GD 组患者培养上清中 INF-γ、TNF-α、IL-6 和 IL-17A 的浓度均明显升高

（P=0.015，P=0.016，P=0.039，P=0.017），NC 组在 IL-36α 处理前后上述细胞因子在蛋白水平

的表达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IL-36α 作为一种新型促炎细胞因子可能通过促进 Th1、Th2、Th17 型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

在 GD 的病理过程中发挥促炎作用。 

 
 

PU-0389 

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叶丽姿,乐岭,任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Primary thyroid lymphoma，PTL）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

后，为提高该疾病的临床诊疗水平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收治的 1 例 PTL 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并结合国内外

相关文献从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差、病理学检查及预后等方面全面讨论该病的

临床特点。 

结果   

71 岁老年男性患者，因“颈部肿物进行性增大 3 个月, 声音嘶哑 1 周”入院，既往有桥本氏甲状腺炎

病史，术前行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考虑为甲状腺恶性病变，术后病理组织活检确诊为甲状腺

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mucosa-associated lymphoma tissue ,MALT），并采用 R-CHOP 方案

(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化疗 6 个周期，随访至今未复发。 

结论  PTL 临床较罕见，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均缺乏特异性，极易误诊为甲状腺癌、桥本式甲状

腺炎或漏诊。对于甲状腺进行性增大的中老年患者，应高度怀疑 PTL 可能，并行病理组织活检结

合免疫组化明确诊断，根据病理分型、临床分期、年龄等选择最佳治疗方式。 

 
 
 

PU-0390 

老年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及其相关性分析 

 
张陆燕,郭茜,牛慧琴,魏文珍,王玉,邵菲菲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老年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及其相关性，探讨 25 羟基维

生素 D 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临床应用中的价值，为早期预防维生素 D 缺乏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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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016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确诊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群（平均年龄 65±5 岁）100 例为亚临床甲减组；同时选取性别、年龄匹配的甲状腺

功能正常体检的患者 100 例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排除明显的代谢或慢性疾病（即高血压，糖尿

病等），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对其体重指数（BMI），腰围，血压也进行了评估，并检测血

糖、血脂、尿酸、尿碘、肌酐、空腹胰岛素(FINS)及 1,25-（OH）2D3、甲状旁腺激素(PTH)、促甲

状腺激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比较两组患者 1,25-（OH）2D3 含量，并对相关指标进行

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血清 1,25-（OH）2D3水平降低(P<0.05)；而

舒张压、空腹血糖(FPG)、餐后 2 h 血糖(2 hPG)、三酰甘油(TG)、TSH、TPOAb、TGAb 均高于

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TSH 与收缩压、舒张压、2 hPG、TG 呈正相关

(P<0.05)，与 1,25-（OH）2D3呈负相关(P<0.05)。经校正性别、年龄、BMI 后 1,25-（OH）2D3与

TSH 仍呈负相关(rs=-0.13,P<0.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 1,25-（OH）2D3 缺乏是亚临床

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同时 BMI 也为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危险因素

(P<0.05)。 

结论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老年患者普遍存在低维生素 D 血症，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会增加老年人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风险。 

 
 

PU-0391 

甲状腺机能减退及亚临床甲状腺机能减退患者肾功能改变的研究 

 
杨宁,姚志,高霞,刘佳,王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甲状腺机能减退(Hypothyroidism, HT)及亚临床甲状腺机能减退(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SCH)患者存在多种代谢异常及身体机能的改变。本研究通过对 HT 及 SCH 患者肾功能生化指标的

研究，探讨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改变对肾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门诊就诊 HT 患者 192 例，SCH 患者 123 例，同时选取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108

例。记录入选人员基本资料及相关指标，并使用改良肾脏饮食修正公式(MDRD)计算肾小球滤过率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对三组指标进行比较及相关分析，明确甲状腺功能与肾功能相关

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  HT 患者的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素氮及肌酐水平高于

SCH 患者及健康者，其中尿素氮、肌酐水平 SCH 患者高于健康者。GFR 在 HT 患者中低于 SCH

患者及健康者，其中在女性患者中 GFR 在 SCH 患者低于健康者。在 HT 患者中 GFR 与总胆固

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呈负相关，与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hyroid hormones free tri-iodothyronin, 

FT3)、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 FT4)呈正相关，在校正了年龄、体重、血脂指标后，GFR 仍

与 TSH 呈负相关，与 FT3、FT4 呈正相关。在 SCH 患者中 GFR 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及 TSH 呈负相关，在校正了年龄、体重、血脂指标后，GFR 仍与 TSH 呈负相关。 

结论  以往的研究与我们的研究相一致，发现了 HT 患者存在肾脏功能的改变，同时我们也发现了

这种改变存在于 SCH 患者中。HT 与 SCH 患者存在着多种代谢的异常，尤其 HT 患者存在血脂代

谢紊乱，血脂的异常可能成为肾脏功能改变的原因之一。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 HT 及 SCH 患者

GFR 的改变是独立于血脂代谢异常的。GFR 的降低可能源于甲状腺激素缺乏导致的心排血量的减

低引起的肾血流量改变及肾小管功能的下降。随着甲状腺激素水平的下降，这一改变愈加严重。对

HT 患者的积极治疗，可以及早改善其肾脏功能指标，但在 SCH 患者中，是否给予治疗仍需要进一

步的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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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2 

通过亚甲减大鼠模型探索促甲状腺激素 

调控 PCSK9 参与胆固醇代谢的相关机制 

 
马祎喆,龚颖芸,叶正芹,付真真,胡丹丹,叶静雅,叶绚,耿小媚,赵晨曦,周红文*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TSH 与脂代谢异常密切相关，PCSK9 可降解肝脏 LDLR，在调节胆固醇代谢中发挥重要作

用。本研究拟通过建立亚临床甲状腺机能减退动物模型讨论 TSH 在胆固醇代谢中的作用及调控

PCSK9 的相关机制。 

方法  通过甲状腺切除手术建立甲减模型，进行外源性甲状腺激素及 TSH 处理构建亚临床甲减大鼠

模型，观察甲状腺激素缺如及再补充以及外源性促甲状腺素处理对大鼠循环中总胆固醇及 PCSK9

水平的影响，TSH 处理后观察肝脏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C 、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2、3-羟基-

3-甲基戊二酰辅酶 A 还原酶等胆固醇代谢相关指标基因表达，同时通过免疫组化观察肝脏 LDLR 蛋

白水平的变化。 

结果  甲减组大鼠血清甲状腺素明显低于假手术组，TSH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体重增长明显慢于

正常对照组，血清 TC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PCSK9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

L-T4 处理甲减组大鼠，L-T4 处理组体重增长快于 PBS 处理甲减组，血清 TC 及 PCSK9 水平低于

PBS 处理甲减组。进一步通过外源性 TSH 处理构建亚甲减大鼠模型，发现亚甲减大鼠血清

PCSK9 及 TC 水平高于对照组，肝脏 PCSK9 及 SREBP1C、SREBP2、HMGCR 基因表达高于对

照组，而 LDLR 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 

结论  本研究使用大鼠模型模拟了临床甲状腺机能减退以及亚临床甲状腺机能减退脂代谢异常状

态，有助于理解甲状腺功能紊乱疾病的脂代谢异常病理机制，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U-0393 

miR-200c 对未分化甲状腺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迁移的影响 

 
张艳,段媛媛,谢萍,王丽,吴晨光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未分化甲状腺肿瘤具有很强的侵袭和迁移能力，即使经过标准的放化疗联合治疗方案，病人

的平均生存期也只有几个月。有研究表明，mir-200c 仅在未分化甲状腺肿瘤中显著下调，本研究旨

在探索 miR-200c 对未分化甲状腺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迁移的影响。 

方法  设计 miR-200c 过表达质粒，在未分化甲状腺肿瘤细胞系 hTH74 中进行瞬转，并分为 miR-

200c 组（转染 miR-200c 质粒）、miR-control 组（转染空白质粒）和对照组（未转染质粒组），

利用 Real-time PCR 检测各组转染后 miR-200c 的 mRNA 的表达水平；通过 Transwell 侵袭和迁移

实验，观察转染 miR-200c 后对未分化甲状腺肿瘤细胞系 hTH74 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影响；通过

CCK8 实验，观察转染 miR-200c 后 hTH74 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果  Real-time PCR 显示 miR-200c 组 miR-200c 的 mRNA 水平显著增高（P＜0.05），miR-

control 组与对照组 miR-200c 的 mRNA 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Transwell 实验中，miR-

200c 组与 miR-control 组、对照组相比穿过基质膜的细胞数明显减少（P＜0.05），miR-control 组

与对照组相比穿过基质膜的细胞数无明显差异（P＞0.05）；CCK8 实验中，miR-200c 组与 miR-

control 组、对照组相比 hTH74 细胞增殖无明显改变（P＞0.05）。 

结论  在未分化甲状腺肿瘤细胞系 hTH74 中，上调的 miR-200c 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但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无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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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4 

细针穿刺标本中糖脂代谢相关基因检测 

在甲状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吴亚,曹星月,邓红艳,杭菁,王剑翔,李霄,姚青,沈美萍,武晓泓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糖脂代谢异常是肿瘤细胞重要的代谢特征。本研究旨在探讨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 fine 

needle aspiration，FNA）标本中糖酵解相关基因（GLUT1、PKM2、LDHA 和 PDK1）及脂肪酸

合成关键酶基因（FASN、ACS、ACLY 和 ACACA）的表达在诊断甲状腺癌中的作用，并分析其

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方法  采用 RT-qPCR 检测 47 例良性结节、99 例甲状腺癌和 78 例结节周边正常甲状腺 FNA 标本

中糖脂代谢相关基因表达量。然后，采用免疫组化检测部分术后病理组织中上述有意义的蛋白表

达，并分析其与术前 FNA 标本中基因表达的相关性。应用 logistic 回归建立联合诊断的回归方程。

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上述基因及联合应用的诊断价值。 

结果  1）糖酵解相关基因在良性结节与正常甲状腺细胞之间的表达无显著性差异（P>0.05）。与

良性结节及正常甲状腺细胞相比，甲状腺癌中 GLUT1、PKM2 及 LDHA 表达显著增高（P 均

<0.05）。而 PDK1 在甲状腺良恶性结节之间的表达无显著差异。GLUT1、PKM2 及 LDHA 基因诊

断甲状腺癌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和 AUC（95% CI）分别为 54.6%、87.2%、65.1%和 

0.711（0.631-0.783）；47.5%、95.7%、62.3%和 0.676（0.594-0.751）及 55.6%、78.7%、

63.1%和 0.634（0.550-0.712）。三个基因联合应用时，AUC（95% CI）、敏感性和准确性均最

高，分别为 0.731（0.652-0.801）、61.6%和 70.5%。2）甲状腺癌中 GLUT1、PKM2 及 LDHA 蛋

白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甲状腺组织及良性结节，且蛋白表达与术前 FNA 标本中相应基因表达水

平相一致。3）甲状腺癌中 GLUT1、PKM2 及 LDHA 表达与年龄、性别、结节数目、BRAFV600E突

变和淋巴结转移均未见明显相关性（P>0.05），但与肿瘤最大径及 AJCC 分期显著相关

（P<0.001）。4）脂肪酸合成关键酶基因（FASN、ACS、ACLY 及 ACACA）在甲状腺正常细

胞、良性结节及甲状腺癌之间的表达无显著差异（P 均>0.05）。 

结论  糖酵解相关基因 GLUT1、PKM2 和 LDHA 联合检测在诊断甲状腺癌中的价值最高，可作为术

前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病变的重要辅助指标。此外，上述基因在甲状腺癌的预后判断中可能具有一定

的价值。 

 
 

PU-0395 

糖皮质激素和非甾体抗炎药在亚急性甲状腺炎疗效分析 

 
王述进,张敏,马磊 

西安市第九医院 

 

目的  分析糖皮质激素和非甾体抗炎药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第九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亚急性

甲状腺炎患者 120 例，分别选择糖皮质激素治疗组 60 例，非甾体抗炎药治疗组 60 例，两组治疗

效果和安全性进行对比。 

结果  糖皮质激素治疗组在发热消退时间、疼痛缓解时间、甲状腺肿大缩小时间、甲功恢复时间、

血沉恢复时间、C 反应蛋白（CRP）恢复时间均小于非甾体抗炎药治疗组（P<0.05），出现甲减

的比例低于非甾体抗炎药组（P<0.05）。两组复发率无差异（P>0.05），不良反应：血糖升高比

例糖皮质激素组高于非甾体抗炎药组（5.0% vs. 1.6%，P<0.05），体重增加、血压升高、消化道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两组相当（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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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亚急性甲状腺炎治疗根据临床表现不同选择不同的药物，病情较重者首选糖皮质激素治疗，

效果显著，出现甲减的比例低。 

 
 

PU-0396 

甲状腺自身抗体与产后甲状腺炎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辛思旭 1,刘玉芳 1,柴三葆 1,孙健斌 1,袁宁 1,赵心 1,杜静 1,南敏 1,张晓梅 1,纪立农 2 

1.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综合评价妊娠期间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与产后甲状腺炎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Controlled Trials Register、中国科技期

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检索词包括：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

状腺微粒体抗体、甲状腺抗体、产后甲状腺炎、TPOAb、TGAb、TMAb、Thyroid Antibody、

PPT、Thyroid peroxidase 、Thyroglobulin antibody、Thyroid microsomal antibody、Postpartum 

Thyroiditis 等。收集 1987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发表的有关妊娠期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妇女甲状腺

自身抗体阳性与产后甲状腺炎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及队列研究。文献由两位研究者独立阅读和评

价，出现分歧时由第三位研究者参与商讨取得一致意见。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以漏斗图检验入

选文献的发表偏倚，并根据各入选文献的同质性检验结果进行数据合并，分别计算合并 OR 值，应

用 meta 分析软件包 RevMan 4.2 进行计算。 

结果  经检索得到 7 篇文献符合本次 meta 分析的纳入标准。7 项队列研究的异质性检验 P < 0.1，

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合并 OR 值为 8.35(95％CI 5.22～13.35，P<0.00001)。 

结论  甲状腺自身抗体与产后甲状腺炎显著相关。 

 
 

PU-0397 

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于智超 1,2,娄阳 1,3,徐进 1,孔磊 1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中医药大学 

3.山东大学 

 

目的   为了探讨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尤其是介于弥漫大 B 与伯基特之间不能分类的淋巴瘤

（DLBCL/BL）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1 例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

床表现、诊断过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以短期内无痛性颈部肿块增大为主要表现，或伴有局部压迫症状，多合

并桥本甲状腺炎，目前尚无特异性影像学表现，以穿刺活检或手术及免疫组化确定病理类型。多数

学者认为 IPI（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年龄、血清乳酸脱氢酶水平大体可以反应预后生

存，低 IPI 和正常水平的乳酸脱氢酶水平预后较好。也有学者认为免疫表型和遗传学特点、病理类

型与预后有关。其中介于弥漫大 B 与伯基特之间不能分类的淋巴瘤（DLBCL/BL）发病率低，侵袭

性强，生存期短。在其治疗方面尚未达成共识，目前西医方面治疗多以化疗为主，靶向治疗对

BCL-2 阳性的淋巴瘤可能有疗效。中医方面将甲状腺淋巴瘤归属于“瘰疬”、“积聚”等范畴，病机多

以正气内虚、脏腑功能失调为本，诱因多是外感四时邪气、六淫之邪，感受邪毒，情志失调，宿有

旧疾等，在治法上，常投以软坚散结类中药，再加以扶正固本，辨证施治。 

结论  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发病率较低，其临床诊断较困难，易误诊、漏诊，临床上需要我们提高

认识，提高诊断水平，治疗方面我们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332 

 

PU-0398 

BMI Modulates the Effect of Thyroid Hormone on Lipid 
Profile in Euthyroid Adults 

 
王言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甲状腺激素对于血脂的影响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有明确报道阐述体

重因素是否会介导甲状腺激素水平对血脂代谢稳态的调控。因此基于此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体检人群

样本，我们进行了这项回顾性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中国成年人中，BMI 是否

会介导甲状腺激素对于血脂代谢的调控。 

方法  本次回顾性研究的初筛对象是 2007 年至 2010 年间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进行

健康体检的人群。我们初次选定了 4011 例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既往体检报告，搜集研究对象的一

般信息，血脂指标，甲状腺功能参数指标,明确研究对象是否有器质性疾病，是否是妊娠状态，是

否服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或服用抗甲亢药物治疗，若有以上任何一项符合即剔除；接下来进一步

将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PO）抗体阳性，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阳性，或促甲状腺素（TSH）水平超

过实验室的正常参考值范围（TSH: 0.35-4.94mIU/L）者剔除后，最终有 1372 名研究对象纳入此项

研究。对正常体重和超重/肥胖组分别进行甲状腺激素水平与血脂代谢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不同的甲状腺功能指标与血脂的相关性不同：FT3 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呈

正相关，而 FT4 水平与血甘油三酯水平负相关，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呈正相关；TSH 水平

与血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水平呈正相关。BMI 于甲状腺激素对于血脂的调控有交互作用：FT4 与

BMI 交互调节血血甘油三酯水平，FT3 与 BMI 交互调节血高密度脂蛋白水平。 

结论   

1、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高 FT3、TSH 水平，低 FT4 水平与血脂代谢紊乱的发生风险呈正相关。 

2、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群中，FT4 和 BMI 对血甘油三酯水平的调控有交互作用，而 FT3 和 BMI

对血高密度脂蛋白水平的调控有交互作用。 

3、在体重不同的人群中，血脂参数与甲状腺激素参数的相关性不同，BMI 介导了甲状腺激素水平

对血脂代谢的调控。 

 
 

PU-0399 

Graves 眼病临床治疗的探讨 

 
王晓露,马金双,曾芙蓉,刘星,高俊杰,赵海龙,孙芃芃,礼茜,李凡,宋昱劼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Graves 眼病（GO）是以眼球后及眶周组织的浸润病变为特征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

病，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眼表损害，如结膜充血、水肿、干眼等，常常被分类到轻度甲状腺相关性眼

病之中，不是过去认为轻度甲状腺相关眼病可自限。故也需积极治疗。本研究通过观察初发 GO 患

者中剂量糖皮质激素或小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硒酵母治疗前后临床活动评分 CAS，FT3、FT4、

TSH、TRAB 的变化，探讨简便的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加硒制剂（硒酵母）方案对轻中度 GO 患者的

治疗效果及安全性、依从性等。 

方法  患者来自于我院内分泌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初发 GO 患者。共收集了 53 例 GO

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单纯糖皮质激素中等剂量治疗）及实验组（糖皮质激素加硒酵母）治

疗，通过（1）抗甲治疗及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2）入选对象按常规治疗组及实验组治疗，且按

轻、中度分层，常规组予强的松 20 毫克/日，实验组强的松 5 毫克/日，加硒酵母 100 毫克/日，每

月随诊 1 次。（3）入选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6 个月评估 CAS、FT3、FT4、TSH、TRAB,（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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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中度 GO 治疗前 CAS、FT3、FT4、TSH、TRAB,总体均数有无差异，同时比较 2 组患者总

体均数有无差异。 

结果  1 患者入组时基线情况：53 例中，常规组脱落 3 例，实验组无脱落，脱落率 10%，25 例常

规组，25 例治疗组，2 组年龄、性别，入组时 CAS 及分为，FT3、FT4、TSH、TRAB 组向无显著

差异（P>0.05）.2.轻度 GO 患者：CAS、FT3、FT4、TSH、TRAB,，常规治疗组及实验组治疗前

后常规组 P<0.05,实验组 P<0.01。中度 GO 患者：CAS、FT3、FT4、TSH、TRAB,常规治疗，改

善前后均 P>0.05。3、不良反应：常规组，5 例 ALT 增高但<3 倍，实验组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对轻度 GO 患者加硒制剂治疗可以改善预后且激素用量明显少于常规治疗组用量，将硒制剂

用于轻度 GO，可获得满意的疗效，而对于中重度的患者，无论是中等剂量单纯糖皮质激素治疗还

是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加硒制剂治疗效果均不显著，这类患者也许需要大剂量治疗更有意义，临床工

作中对初发 GO 患者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加硒制剂治疗方案也许是简单方便，依从性好，副作用小的

不错之选，因病例例数较少，有待进一步大样本研究，关于硒制剂治疗 GO 的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

讨。 

 
 

PU-0400 

环状 RNA Hsa_circ_0057521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初探 
 

陈晓韵,徐明彤,潘孝芳,任萌,冯慰莲,吴宏适,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甲状腺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其中乳头状癌（PTC）为最常见的病理类型。

环状 RNA 是一类具有调控基因表达作用的特殊非编码 RNA，研究表明环状 RNA 在某些肿瘤的恶

性进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环状 RNA 与 PTC 的关联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比较 PTC 组

织和癌旁甲状腺组织环状 RNA 的表达谱差异，分析环状 RNA 在 PTC 恶性进展中的作用。 

方法  利用环状 RNA 芯片检测 4 例 PTC 组织、4 例癌旁甲状腺组织的环状 RNA 表达谱差异，

qRT-PCR 验证芯片检测结果。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 PTC 中上调的环状 RNA 的生物学功能、下游

信号通路及可能的作用靶点，筛选出与 PTC 关系最为密切的环状 RNA。细胞水平探索环状 RNA

对 PTC 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相关分子机制。 

结果  芯片结果显示环状 RNA Hsa_circ_0057521 在 PTC 组织中表达上调，qRT-PCR 结果显示

PTC 组织中 Hsa_circ_0057521 表达是癌旁甲状腺组织的 2.06 倍。GO 富集分析显示

Hsa_circ_0057521 的 生 物 学 功 能 与 肿 瘤 的 发 生 及 转 移 相 关 。 KEGG 通 路 分 析 显 示

Hsa_circ_0057521 的下游靶基因富集在肿瘤相关信号通路，其中包括影响 PTC 恶性进展的核心通

路 RAS-BRAF-MEK-ERK 通 路 。 生 物 信 息 学 分 析 及 双 荧 光 素 酶 报 告 基 因 结 果 显 示

Hsa_circ_0057521 为 miR-9 分子海绵。PTC 细胞株 BCPAP 的 Hsa_circ_0057521 表达上调。干

扰 Hsa_circ_0057521 或过表达 miR-9 均可减弱 BCPAP 细胞的迁移，抑制 miR-9 可增强细胞迁

移。 

结论  Hsa_circ_0057521 在 PTC 中表达上调。Hsa_circ_0057521 可作为 miR-9 分子海绵影响

PTC 细胞的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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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1 

慢性阻塞性肺病与瘦素、甲状腺素相关性分析 

 
王伟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期及稳定期患者与健康人群之间瘦素（Leptin）及甲状腺素水

平的变化，以明确瘦素及甲状腺素对于评估 COPD 患者病情及预后的意义 

方法  观察 50 例 COPD 患者发作期及稳定期与健康体检者 30 例瘦素、甲状腺素检查结果，比较

AECOPD 治疗前后瘦素、甲状腺素改变。 

结果  COPD 急性发作期瘦素水平较对照组和稳定期均有所升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COPD 稳定期瘦素水平较对照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COPD 急性发作期与对照组

相比 TT3、FT3 下降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稳定期与对照组相比 TT3、FT3 略有下

降，但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COPD 急性发作期及稳定期与对照组相比 TT4、FT4 及

TSH 均稍有下降，但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瘦素及甲状腺素对 COPD 患者在了解病情、判断预后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值得临床

医师重视。 

 
 

PU-0402 

KLF5 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在甲状腺癌中的探索 

 
马跃华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利用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免疫共沉淀、信号通路阻断实验、蛋白泛素化和半衰期研究

技术进行体内外实验，研究参与 KLF5 对甲状腺癌恶性生物学行为影响的分子信号通路及其上下游

分子生物学机制，为寻找甲状腺癌的治疗靶标提供新思路。 

方法  1、利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KLF5 对 NF-κB 相关信号通路蛋白及其磷酸化水平的影响。 

2、运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KLF5 对 NF-κB 分子细胞膜-细胞核转位的影响。 

3、利用 NF-κB 信号通路抑制剂 SC75741 进行信号通路阻断，研究 KLF5 诱导的增殖、转移、侵

袭等恶性生物学行为变化。 

4、采用免疫共沉淀技术验证 KLF5 和 FBW7 之间的蛋白水平相互作用。同时采用蛋白泛素化研究

技术和半衰期研究技术研究 FBW7 对 KLF5 蛋白表达量的调控。 

5、采用免疫组化芯片技术进行 FBW7 染色并检测其表达量，并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统计

FBW7 和 KLF5 在临床样本中的表达相关性。 

6、利用靶向沉默组甲状腺癌细胞进行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记录皮下瘤体积、重量变化。利用免

疫组化技术检测各组瘤体内增殖抗原 Ki67 和转移指标 E-cadherin 的表达量。 

结果  1、沉默 KLF5 降低 IKK-β、IκB-α 的磷酸化水平，最终减少了细胞核中 NF-κB p65 的表达

量；反之，过表达 KLF5 增加 IKK-β、IκB-α 的磷酸化水平，最终增加了细胞核中 NF-κB p65 的表

达量。 

2、NF-κB 抑制剂处理的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克隆形成、迁移、侵袭能力均受到抑制。 

3、KLF5 和 FBW7 存在蛋白水平的相互作用。过表达 FBW7 之后，KLF5 蛋白的总量下降更为迅

速，而采用蛋白酶体抑制剂 MG132 处理则可以显著延缓 KLF5 的降解。 

4、FBW7 和 KLF5 在甲状腺癌临床组织样本中表达量呈反相关。 

5、KLF5 敲低的甲状腺癌细胞在小鼠体内成瘤能力减弱，同时增殖抗原 Ki-67 表达量下降，E-

cadherin 表达量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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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KLF5 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调控分化型甲状腺癌细胞的恶性生物学功能。 

2、抑癌蛋白 FBW7 可以加速 KLF5 的泛素化降解。 

3、敲低 KLF5 能抑制分化型甲状腺癌细胞体内增殖能力及转移指标表达，提示 KLF5 促进分化型

甲状腺癌进展。 

 
 

PU-0403 

长链非编码 RNA TNRC6C-AS1 通过靶向 

抑制 TNRC6C 促进甲状腺乳头状癌进展的研究 
 

迪丽达尔木汗哈力,翟天羽,凌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病率近年来迅速增长。大量研究证实反义长链非编码 RNA 通过调控其同

源有义基因来调节癌症的生物学功能。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反义长链非编码 RNA TNRC6C-AS1 对

其同源有义基因 TNRC6C 的调控作用及其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生物学功能和摄碘能力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通过 lncRNA 芯片筛选出甲状腺乳头状癌中高表达的目标 lncRNA TNRC6C-AS1，通

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了 30 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TNRC6C-AS1 和 TNRC6 的

表达水平。体外实验敲低或过表达 TNRC6C-AS1 和 TNRC6C，通过 CCK-8 实验、流式细胞术、

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实验等，研究了 TNRC6C-AS1 和 TNRC6C 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 TPC1

增殖，凋亡，迁移，侵袭和摄碘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下调 lncRNA TNRC6C-AS1 的表达或者上调 TNRC6C 的表达可以显著抑制甲状腺乳头状癌

细胞 TPC1 的增殖、迁移和侵袭，促进 TPC1 的凋亡并提高其摄碘能力。敲低 TNRC6C-AS1 可显

著增加 TPC1 细胞中 TNRC6C 的表达水平，同时敲低 TNRC6C 导致 TNRC6C-AS1 敲低对 TPC1

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抑制作用被削弱，这些都表明 TNRC6C 是 TNRC6C-AS1 的功能性靶

标。此外，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中 TNRC6C-AS1 的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织，

TNRC6C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组织,并且 TNRC6C-AS1 和 TNRC6C mRNA 表

达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结论  TNRC6C-AS1 通过抑制 TNRC6C 的表达促进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进展并且抑制其摄碘能力，

TNRC6C-AS1 - TNRC6 轴可能成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治疗中新的靶标。 

 
 

PU-0404 

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单次治疗多发 

甲状腺结节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估 

 
徐萍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微波消融单次治疗双侧甲状腺多发良性结节的近期疗效，并评估其

治疗的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5 例接受超声引导下单次微波消融治疗的甲状腺多发结节患者治疗及随访资料。 

结果   消融前症状评分和美容评分随着消融结节数量增加而升高（P<0.001），手术和消融时间随

着结节数量的增加而增加（P<0.001），而消融手术所需液体隔离带的量和术中疼痛评分在各组之

间未见显著差异。所有患者未发生喉返神经损伤及颈部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甲状腺功能在术前、

术后 1 月、3 月和 6 月检查组间未见统计学差异。术后 6 个月，患者最大结节体积和消融结节总体

积的减小率为分别为 63.0%和 69.5%。术后患者的症状评分从术前的 4.41±1.75 cm 降到术后 6 月

的 1.00 ± 0.76cm，美容评分从术前的 2.27±0.81 降到术后 6 月 1.2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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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微波消融治疗甲状腺双侧多发结节，能够单次有效治疗多个甲状腺症状

性结节，并且能够保护甲状腺的生理功能，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研究。 

 
 

PU-0405 

FNAC 联合 BRAFV600E 基因突变 

检测对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兰天,李骄阳,肖新华,杨靖,颜斌,洪涛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索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FNAC）联合 BRAFV600E 基因突变检测对甲

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1 月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行 FNAC 的 228 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其中 25 例患者行甲状腺外科手术，再选取这 25 例患者中的 11 例（3 例乳头状癌，3 例微

小乳头状癌，5 例良性结节）穿刺标本行 BRAFV600E 基因突变检测。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及

生化检测结果，基因检测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Kappa 法检测诊断结

果一致性，并计算各检测手段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率。 

结果   彩色多普勒超声 TI-RADS 分级结果与术后病理结果一致性一般（Kappa = 0.388, 

P = 0.062）。FNAC 结果与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一致性良好（Kappa = 0.516, P = 0.009）。联合诊

断结果与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一致性好（Kappa= 0.82, P =0.006）。联合诊断相比于单独 FNAC，

其敏感性增加 16.6%，特异性增加 15.4%，准确率增加 14%，阳性预测值增加 20%，阴性预测值

增加 10%。 

结论  FNAC 联合 BRAFV600E 基因突变检测降低了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漏诊率及误诊率，其诊断价

值优于单独行 FNAC。 

 
 

PU-0406 

雌激素受体 α 和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2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徐浣白,宋志毅,吴艺捷,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甲状腺乳头状癌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PTC)女性高发，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2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ue 2，EZH2)为癌基因，拟探讨雌激素受体 α（ERα）和 EZH2 和非

激素靶器官的实体肿瘤 PTC 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收集病理证实为

PTC 的患者 PTC 手术组织石蜡标本 144 例，其中男性 29 人，女性 115 人，用 Envision 免疫组化

方法检测 ERα 与 EZH2 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病理证实为 PTC 的患者 PTC 手术组织石蜡标本 144 例，其中男性 29 人，女性 115

人，用 Envision 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ERα 与 EZH2 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① ERα 在 PTC 中的阳性率为 41%,在癌旁正常甲状腺组织中阳性率为 5%，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P<0．05），ERα 在 PTC 中的表达与性别、淋巴结转移、甲状腺外累犯和肿瘤多灶性生长有

关(P<0．05)，与年龄、肿块大小无关(P>0．05)；② EZH2 在 PTC 中阳性率为 30%，在癌旁正常

甲状腺组织中阳性率为 3%，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EZH2 在 PTC 中表达与患者的淋巴

结转移、甲状腺外累犯和肿瘤多灶性生长有关 (P<0．05)，与性别、年龄、肿块大小无关

(P>0．05)；③ ERα 与 EZH2 蛋白在 PTC 中的阳性表达呈正相关（r=0.291，P<0.05）。 

http://www.baidu.com/link?url=UdHzNIrvmp_ELxVyQsSrtX8xdK-Nt5ooVh9YSE5s3xfPnWf7NHrCqfKqgscYMMIsIyBRLLKt10LEOk3LFKZ69VaZv00vvEKaHBBiaQrb1DTDxsmoSAvFPOxedx7eNZu1l1NvYBnM8-2wbFW-n9U7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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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Rα 和 EZH2 共同参与了 PTC 的侵袭和转移，抗雌激素治疗及针对 EZH2 的治疗可能成为

PTC 新的治疗途径，这也为转移性恶性肿瘤的内分泌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基因分子靶标。 

 
 

PU-0407 

miR224 对中重度 TAO 患者糖皮质激素冲击疗效的影响 

 
沈力韵,叶蕾,焦秦,王曙,宁光,王卫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4.5g 静脉糖皮质激素 (ivGC) 是治疗活动性中重度 Graves 眼病 (GO) 的一线疗法，但其疗效

在个体间有很大差异。本研究旨在评价循环 microRNA (miRNA) 与疗效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机制。 

方法  采用 miScript pcr 阵列对各眼科指标改善最多 (N=5) 和最少 (N=4) 患者的基线血清 miRNAs 

进行了分析, 并通过定量 pcr 方法对 31 例患者进行了验证。得到基线血清 miRNAs 对 GC 疗效的

阳性及阴性预测值。此外, 我们还研究了 miRNAs 在调节 NFκb 活性和恢复地塞米松转录抑制作用

的能力，以及与糖皮质激素受体之间的调控关系。 

结果   基线血清 miR-224-5p 水平与疗效正相关，其阳性预测值高达 92.31%。体外过表达可恢复

激素抵抗模型中地塞米松转录抑制的作用，该现象可能与靶向调控 GSK-3β 进而减少 GR 的降解有

关。 

结论  我们的工作发现, 基线血清 miR-224-5p 水平与疗效相关，该现象可能与减少 GR 的降解有

关。 

 
 

PU-0408 

不同年龄健康人群血清促甲状腺激素的变化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陈娟,周卫红 ,潘丰慧 ,王春 , 胡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研究健康人群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 TSH）在不同年龄段的变

化，分析血清 TSH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我院体检的健康人群

7693 名，检测 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血脂和空腹血糖等血清学指标。根据不同年龄分组,计算各年龄组中位数、第 2.5

百分位数和第 97.5 百分位数的 TSH 水平，并对各年龄组血清 TSH 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利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TSH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BMI、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

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和空腹血糖）的相关性。 

结果  按年龄分为 20-29、30-39、40-49、50-59、60-69、≥70 岁组，TSH 的中位数随着年龄增长

而升高（P＜0.05）；第 2.5 百分位数随着年龄增加无显著性变化；第 97.5 百分位数在 20-29、30-

39、40-49、50-59、60-69、≥70 岁以后人群中分别是 5.07、5.22、6.03、6.26、6.83、

8.07mIU/l。以各年龄组第 97.5 百分数 TSH 水平作为年龄特异性参考值上限，与常规 TSH 参考值

上限（4.2mIU/l）相比较，20-29、30-39、40-49、50-59、60-69、≥70 岁以后人群中分别有

6.9%、3.7%、7.0%、8.0%、9.7%、13.5%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 TSH 升高（亚临床甲减）。血清

TSH 与年龄、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呈显著正相关（均 P＜0.05），与 FT3

和 FT4 呈显著负相关（均 P＜0.01）。按照各年龄组第 97.5 百分位数的 TSH 水平进行五分位数划

分，在 60 岁以下人群中，随着 TSH 水平逐渐升高，收缩压、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逐渐增

加（趋势 P 均＜0.05）。而在 60-69 岁及 70 岁以上人群中，随 TSH 递增，BMI、收缩压、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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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和空腹血糖水平无显著性差异（趋势 P 均

＞0.05）。 

结论  血清 TSH 水平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增加。60 岁以下高 TSH 水平与心血管危险因素呈线性相

关，而 60 岁以上人群 TSH 的升高与心血管危险因素无明显相关性。 

 
 

PU-0409 

妊娠期甲亢类型分析及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孙璐,李一卉,袁庆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妊娠期甲亢的类型和妊娠期一过性甲亢（Gestational transient thyrotoxicosis, GTT）的

发病、缓解时间，并重点探讨孕期及产后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hyrotrophin receptor antibody, 

TRAb）滴度的变化特点及其对甲功转归和母婴结局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09 月期间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进行常规产前检查且确诊

为甲亢的孕妇 306 例，其中孕前确诊的甲亢（甲亢合并妊娠）有 128 例，妊娠期新诊断的甲亢

（妊娠合并甲亢）有 178 例。再根据甲亢的发病原因进一步分析甲亢类型。最终纳入研究的甲亢孕

妇为 267 例，分为两组：TRAb 阴性组（159 例）和 TRAb 阳性组（108 例）。 

结果  最初入组的 306 例甲亢孕妇中有 41.83%（128/306）为甲亢合并妊娠，58.17%（178/306）

为妊娠合并甲亢。GTT 的发生时间在孕 16 周之前，其中孕 8-12 周发生的比例最高，为 43.27%。

GTT 孕妇 TSH 多在孕 20-27 周（44.23%）和 14-19 周（33.65%）恢复正常，FT4 主要在 14-19

周（53.85%）和孕 8-13 周（28.85%）恢复正常。TRAb 阴性组孕期甲功正常的比例明显高于

TRAb 阳性组（77.35% vs 65.74%, P < 0.05），而持续甲亢的比例明显低于 TRAb 阳性组(3.14% 

vs 13.89%，P < 0.05)。TRAb 阴性组和 TRAb 阳性组的甲亢孕妇使用 ATD 治疗人数分别占

18.24%（29/159）和 49.07%（53/108），其中 TRAb 阴性组的 104 例 GTT 孕妇均未使用 ATD

治疗。TRAb 水平于孕期逐渐下降产后再次升高。TRAb 阳性组孕妇出现流产、妊娠期高血压、子

痫前期、胎盘早剥、产后出血、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及新生儿甲减和甲亢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TRAb 阴性组（P < 0.05）。 

结论  妊娠期甲亢确诊后需明确病因，尤其需要鉴别 GD 和 GTT。GTT 发生在妊娠前半期，一般无

需 ATD 治疗，可在后半期缓解。TRAb 可影响甲亢转归且可通过胎盘，从而增加母婴不良结局的

发生，应注重孕期 TRAb 的检测。由于 ATD 可穿过胎盘导致胎儿或新生儿甲减的发生，需谨慎使

用。 

 
 

PU-0410 

中国北方地区甲状腺功能状态的流行病学调查 

 
李玉凤 1,王丽娟 1,黄秀婷 2 

1.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甲状腺疾病是常见的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之一。近年研究发现，随着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

改变以及环境内分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但相关研究大多为

基于住院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尚缺少基于自然人群的大规模研究及调查。为了解自然人群中甲状腺

功能状态的分布情况，我们在中国北方开展了人群调查以评估甲状腺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9 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抽取中国北京平谷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样

本，调查对象为 25-74 岁常住（≥5 年）人口，根据各阶段的抽样比例以及平谷区不同性别 25-74

岁人口各年龄构成比分别计算总人群以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及不同居住区域的甲状腺疾病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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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采用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化验检查的方法，对自然人群的一般资料、疾病病史、甲状腺相关

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北京地区自然人群中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流行病学特点。 

结果  本研究抽得样本 5004 人，实际调查 4002 人，应答率为 80.05%。去除信息不全患者，实际

纳入分析的受试者为 3993 人。其中城市居民 1803 人，农村居民 2190 人，男性 1955 人，女性

2038 人。调查人群按照 10 岁年龄段分组，各年龄组城市与农村调查人群男性与女性构成比例相

当。调查地区（中国北京平谷地区）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总体患病率为 8.84%，男性低于女性。其中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为 0.38%，亚临床甲亢为 1.85%，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为

0.70%，亚临床甲减为 5.91%。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在甲状腺功能异

常的各年龄段中，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最高， 45 岁后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明显增高，男性低于女

性。调查人群中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TG）阳性率为 12.05%，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ATPO）

阳性率为 13.37%，男性低于女性，但无论男性或女性，ATG 或 ATPO 阳性者甲减及亚临床甲减的

患病率均高于抗体阴性组。 

结论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社区自然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抽样样本量大，抽样方法科学，调查结果

可以更真实的反映本地区甲状腺功能状态的分布。本次调查量化了中国北方人群甲状腺功能异常的

患病率状态，为甲状腺相关疾病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PU-0411 

iTRAQ 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 

筛选桥本甲状腺炎差异性蛋白的初步研究 
 

邹小白,郑旭琴,李田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 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fication， iTRAQ）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 HT）中的

差异性蛋白，并分析这些差异性蛋白在 HT 发生、发展中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 2016.11 月至 2017.04 月就诊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门诊且确诊为 HT

患者（伴或不伴有结节），及甲状腺功能及抗体均正常的单纯结节患者。利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超

细针穿刺术提取 HT 患者甲状腺组织（若伴有结节，穿刺甲状腺结节旁组织），及单纯结节患者的

结节旁组织，最终通过 iTRAQ 定量蛋白组学技术鉴定以及分析样品中差异性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共收集 48 例符合标准的病例，其中 HT 患者 24 例，女性 23 例，男性 1 例，平均年龄

（40.46±13.09）岁；单纯结节者 24 例，女性 19 例，男性 5 例，平均年龄（48.54±11.67）岁。

应用 iTRAQ 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差异蛋白，试验组与对照组共鉴定出 911 种蛋白，有 161 种

表达蛋白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55 种蛋白在 HT 患者中表达上调，106 种蛋白表达下调。利用 GO

及 KEGG 通路分析，这些差异蛋白参与了重要生物学功能，如细胞组成，信号转导及生物调节过

程等。在所有上调的蛋白质中，平滑肌肌动蛋白 α2 (ACTA2)（P=0.0034），冠蛋白-1A (Coronin-

1A)(P=0.0049)，膜突蛋白（Moesin）(P=0.0050)，细胞分裂周期蛋白 42（CDC42）(P=0.0052)

以及膜连蛋白 I（AnnexinI）（P=0.0054）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结论  这些差异表达的蛋白质，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免疫失衡或激活其他炎症通路等途径，引起 T 淋

巴细胞异常活化或炎症因子表达增加，从而在 HT 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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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2 

转录辅激活因子 AIB1 在甲状腺癌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李宇君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1）明确 AIB1 在甲状腺癌组织及细胞中的表达情况； 

2）初步探讨 AIB1 在甲状腺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3）鉴定 AIB1 在甲状腺癌中调控的下游分子标记。 

方法  1）分别通过普通反转录 PCR 及反转录实时定量 PCR 分别检测甲状腺癌细胞系及甲状腺癌

组织中 AIB1 的表达情况；2）应用小干扰 RNA 对甲状腺癌细胞系 AIB1 敲减后，利用 MTT 法及平

板克隆形成、流式细胞仪、Transwell 小室明确 AIB1 对胃癌细胞系恶性行为的影响；3）应用免疫

荧光染色检测与上皮间质转化相关标志物 E-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4）应用 RT-qPCR 及

Western Blot 等方法初步探讨 AIB1 在甲状腺癌发生发展中潜在的分子机制； 

结果  1）RT-qPCR 结果显示 AIB1 在甲状腺癌组织的表达水平较癌旁组织明显升高；2）AIB1 表

达下调后可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系的增殖及平板克隆形成能力，诱导胃癌细胞发生 G0/G1 期周期阻

滞及细胞凋亡，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的迁移、侵袭及裸鼠成瘤能力；3）AIB1 表达下调后上皮标志物

E-cadherin 表达上调，间质标志物 Vimentin 表达下调，从而参与调控胃癌细胞的 EMT 进程；4）

Western Blot 结果也显示 AIB1 下调可以调控 HER 受体的表达,随后抑制 HER 介导的信号通路如

MAPK 和 PI3K/Akt 通路。AIB1 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AIB1 在甲状腺癌中的表达显著高于其癌旁组织。下调该基因的表达能显著

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的恶性行为， AIB1 过表达或扩增可以调控 HER 受体的表达,随后激活 HER 介导

的信号通路如 MAPK 和 PI3K / Akt 通路。综上所述，AIB1 过表达通过调节上述主要的信号通路促

进甲状腺癌细胞生长和侵袭性，最终导致甲状腺癌患者预后不良。提示该基因可能是一个新的甲状

腺癌促进因子。 

 
 

PU-0413 

β-榄香烯对分化型甲状腺癌细胞的作用机理研究 

 
魏健,赵蕾,史晓光,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化型甲状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是手术切除、术后 I131 治疗以及促甲状腺激素抑制治疗，目

前尚缺乏针对该肿瘤的有效化疗药物。在我国传统中草药莪术的根茎中可以提取一种低细胞毒性和

广谱性抗肿瘤药物 β--榄香烯。目前 β--榄香烯对甲状腺癌的治疗效应及机制研究尚浅。本研究的目

的是探究 β榄香烯对人乳头状甲状腺癌 IHH-4 细胞系、TPC-1 细胞系、K1 细胞系和人滤泡状甲状

腺癌 FTC133 细胞系的效应和作用机制。 

方法  由不同浓度梯度 β-榄香烯（0-100μg/ml）处理不同分化型甲状腺癌细胞系，通过 CCK8 法测

定细胞增殖能力；通过流式细胞仪对四个细胞系的细胞周期进行分析，并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细

胞周期调节蛋白 E、CDK2 和 CDK6 的表达情况；Annexin V-FITC 检测法分析 β-榄香烯对四个细

胞系的凋亡诱导作用，并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s-8、cleaved caspases-9

和 Bcl-2 抗体的表达水平；通过 Transwell 检测 β-榄香烯对四个细胞系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β榄香烯对四个细胞系均具有显著的抑制增殖的作用，且在 20μg/ml 至 60μg/ml 的浓度范围

内其抑制作用呈现明显的剂量依赖性关系。流式结果显示，用 20、40 和 60μg/ml 的 β榄香烯处理

IHH-4、TPC-1 细胞 24h 后，处于 G1 期的细胞比例明显增加，且 IHH-4 细胞系中 cyclin E、CDK2

和 CDK6 的表达水平下降。Annexin V-FITC 结果显示，未经处理的对照细胞很少发生凋亡，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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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β榄香烯浓度的增加，凋亡细胞数量也随之增加，呈剂量依赖性，且 IHH-4 细胞系中 Bcl-2 的表

达降低， caspases-9 裂解蛋白的水平以剂量依赖的方式升高，caspases-8 水平未见改变。

Transwell 结果显示，β-榄香烯对 IHH-4、TPC-1 细胞系的侵袭能力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呈剂

量依赖性。 

结论  β榄香烯对分化型甲状腺癌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是通过阻滞细胞周期、诱导细

胞凋亡和抑制肿瘤细胞侵袭而实现的。 

 
 

PU-0414 

建立湘潭地区妊 娠各期特异血清甲状腺指标的参考值 

 
成威,李国华 

湖南省湘潭市中心医院 

 

目的  建立湘潭本地区妊娠各期特异的血清甲状腺指标参考范围，为诊断及治疗妊娠期甲状腺功能

异常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美国生化学会（NACB）建议方法，筛选湘潭市中心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

各孕期妇女 808 例。采用 Roche 试剂、电化学免疫分析测定甲状腺功能，制定早中晚各期特异性

甲状腺激素水平参考范围（95%可信区间）。 

结果  入选 620 例，排除 188 例，孕早期 250 例，TSH 的参考范围 1.26（0.02～3.90）uIU/ml，

FT4 的参考范围 15.63(12.62～22.29)pmol/l，FT3 的参考范围 4.8(3.7～6.41) pmol/l；孕中期 210

例，TSH 的参考范围 1.65（0.24～4.41）uIU/ml，FT4 的参考范围 13.39(9.73～17.68)pmol/l，

FT3 的参考范围 4.51(3.21～5.78) pmol/l；孕晚期 160 例，TSH 的参考范围 1.88（0.26～4.71）

uIU/ml，FT4 的参考范围 11.95(8.43～17.48)pmol/l，FT3 的参考范围 3.85(2.86～5.28) pmol/l；与

2011 年 ATA 指南推荐范围存在显著差异；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者占湘潭本地初筛的

11.96%。 

结论  1、建立了湘潭地区妊娠期特异性血清甲状腺指标参考值 

2、湘潭地区诊断妊娠各期甲状腺功能是否异常应参考本研究结果而 2011 年 ATA 推荐的参考值范

围。 

3、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者患病率高，应引起临床重视。 

 
 

PU-0415 

Graves 病甲亢 TRAb 产生和调控机制研究 

 
陈欣欣,王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1.探讨 GD 患者体内单核细胞及相关免疫机制。2.探索 let-7b 在 GD 患者血清及甲状腺组织

中表达，初步阐释 let-7b 参与 GD 的机制。3.应用 ThyretainTM 公司 TSI 试剂盒，探讨临床 TSI 

检测的诊断及预后价值。4.探索 FT3，FT4，FT3/FT4 比值在不同甲状腺毒症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纳入未治疗 GD 患者并随访，招募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记录年龄、性 别等一般数据及

临床信息。采集样本包括血清、PBMC 等用于后续检测。另收取 组织以分离原代细胞或制作石蜡

切片。在甲状腺原代细胞及人 Nthy-ori3-1 转染 let- 7b mimics 或 let-7b inhibitors，观察对靶基因

及通路的影响。 

结果  1.GD 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增加且与 TRAb 水平显著正相关。CD14++CD16+ 单核细胞及 

CD14+CD16++单核细胞增加显著。血清 BAFF 升高且与 TRAb 显著 相关。GD 甲状腺存在 

CD16+CD14+单核细胞以及  BDCA-1+HLA-DR+CD11c+炎  症性树突状细胞。分离  GD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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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MC 中 CD14+单核细胞，IL-4 和 GM-CSF 体外干预 7 天，单核细胞可以衍生为炎症性树突状

细胞。 

2. GD 患者血清及甲状腺组织 let-7b 水平显著升高，血清 let-7b 且与 TRAb 水 平相关（r=0.305，

P=0.001），体外实验提示 let-7b 通过靶向 PLZF 调控 TSHR 的 表达。 

3. TSI 诊断 GD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优于 TRAb。ROC 曲线分析本组人群 TSI 最佳诊断值 109.1%，

敏感性是 99.3%，特异性 99.4%。GD 患者停药后 TSI 阳性组 复发率 50%，TSI 阴性组 8.51%。

校正年龄、性别后，TSI 阳性增加 GD 患者停药 后复发风险（OR：16.581，95％CI：4.558-

60.326，P <0.001）。 

4. FT3/FT4>0.4056，可以用于诊断 Graves 病。与正常甲状腺组织比较，Graves 病甲状腺组织中

脱碘酶 DIO1 及 DIO2 表达均升高，DIO1 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 

结论  单核细胞通过多种方式参与 GD 发生发展。 

 
 

PU-0416 

甲状腺乳头状癌血清代谢组学 

 
高伟 1,何晓伟 1,陈敏健 1,2,吴丹 1,胡翠宁 1,徐婷 1,唐伟 1 

1.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利用代谢组学方法揭示中央淋巴结有转移与无转移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血清代谢谱差异，建立

区分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无转移的诊断模型，探索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转移的机制

改变，寻找判断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无转移的新血清诊断分子标志物或抑制甲状腺乳头状

癌中央淋巴结转移的新治疗靶点。 

方法  收集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术前血清，将样本分为中央淋巴结有转移组（20 例）和中央淋巴

结无转移组（15 例），年龄：43.2±10.9，性别：男 6 女 29，BMI：24.72±2.81，两组间年龄、性

别、BMI 等均无统计学差异，且入组人群无患有代谢性疾病、口服激素类药物等。将血清样本进行

前处理消除蛋白等影响后，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上样，根据各代谢物的波峰得出代谢物的相对浓

度，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t 检验、主成分分析、正交偏最小方差判别分

析。 

结果  本研究揭示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转移与无转移人群的血清代谢谱有明显差异，主成

分分析、正交偏最小方差判别分析发现中央淋巴结有转移组和无转移组可以被分开。葡萄糖-6-磷

酸、γ-亚麻酸、十六烷二酸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转移人群血清中较中央淋巴结无转移人

群血清中高，而 L -苹果酸、L-胱氨酸、叶酸、1-单酰-rac-甘油、L-苯丙氨酸、乳清酸、柠檬酸在甲

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转移人群血清中含量较中央淋巴结无转移人群血清低。中央淋巴结有转

移较无转移人群糖代谢、脂肪代谢、氨基酸代谢等代谢通路发生改变。 

结论  代谢组学可以区分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无转移，能够通过甲状腺乳头状癌血清代谢

组学建立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无转移的诊断模型。相关代谢物涉及的代谢通路改变为甲状

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转移机制探索提供新思路。葡萄糖-6-磷酸、L-苹果酸在两类人群中差异最

大，可能作为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转移的新无创诊断分子标志物或治疗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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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7 

甲亢性心脏病致 CA125 升高 1 例 

 
李娜,方芳,宋志毅,丁晓颖,王育璠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一例 Graves 病合并全心衰，大量胸腹水且 CA125 明显升高患者,甲亢控制，心衰

改善后 CA125 恢复正常。通过对该病例的分析，提高对肿瘤指标 CA125 的认识，减少临床误诊。 

方法  对该患者进行详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相关辅助检查、鉴别诊断分析。 

结果   

（1）病史特点：患者，女，40 岁，因“心悸 3 年，胸闷 2 月”入院。患者 3 年前因心悸在外院就

诊，查甲状腺功能提示“甲亢”，予以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具体不详）半年后自行停药。后未复查甲

状腺功能。2 月前出现胸闷不适，活动耐量减少， 近 1 周胸闷症状加重，夜间有阵发性胸闷发作，

起立或半卧位后可减轻。 

（2）体格检查：体温：37.9 度，双眼裂增宽，眼球稍突出， Mobius 征（+），von Graefe 征

（+），Joffroy 征（+），余眼征（-）。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 II 度肿大，质韧，可闻及血管杂

音。心率 111 次/分，律不齐，第一心音强弱不等。双肺呼吸音低，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腹膨隆，

移动性浊音（+），双下肢凹陷性水肿。 

（3）辅助检查：甲状腺功能：FT3，FT4 明显升高，TSH 降低，TRAb 升高，TPOAb 升高，

TGAb 正常。血常规  WBC:3.37x109/L ，中性粒细胞： 1.51x109/L 。 ALT,AST 无异常，

TBIL:44umol/L，DBIL：19.3umol/L。BNP:718pg/ml，CA125:809.3U/ml。心电图示快房颤，心超

示左房及右房增大，近中度二尖瓣返流，轻中度肺动脉高压伴中重度三尖瓣返流。胸部及腹部 CT

提示大量胸腹水。阴超未见异常。 

（4）诊治经过：予以吸氧，心得安控制心率，强心、利尿、保肝、升白等治疗病情平稳后行 I131

治疗。治疗 2 月后复查甲状腺功能无异常，BNP 及 CA125 均恢复正常。 

（5）讨论：CA125 是妇科肿瘤标志物，该患者 CA125 明显升高，合并大量胸腹水，开始予以强

心、利尿对症处理后，胸腹水未见明显减少，易误诊为肿瘤所致 CA125 升高。除此之外卵巢甲状

腺肿也会致 CA125 升高，该患者完善胸、腹部 CT、妇科超声检查均未见异常，且腹水未找到脱落

细胞。待患者甲功控制，心衰改善后，CA125 恢复正常。对文献进行检索发现，CA125 与心衰密

切相关。 

结论  对于甲亢性心脏病合并 CA125 明显升高患者，需考虑心衰所致，并密切随访。 

 
 

PU-0418 

左甲状腺素治疗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临床疗效分析 

 
高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0 二医院 

 

目的  统评估左甲状腺素（L-T4）对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的临床疗

效 

方法  以“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认知功能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等

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日

期自数据库建库日期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对检索出的文献进行人工筛选。检索 L-

T4 治疗伴 MCI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随机对照研究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和方法学质量评

价，将数据库入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分析 L-T4 替代治疗对促甲状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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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简易精神状态

量表（MMSE）评分等指标的影响 

结果  共有 6 项研究被纳入 Meta 分析，治疗后试验组 TSH、FT3、FT4、MMSE 评分

均优于对照组：TSH（OR= -6.43, 95% CI -6.36—-6.68，P<0.01）。FT3（OR= -

1.98, 95% CI -2.06—-1.90，P<0.01）。FT4（OR= -6.43, 95% CI -6.72—-6.15，

P<0.01）。MMSE 评分（OR= -6.12, 95% CI -6.46—-5.79，P<0.01） 

结论  L-T4 替代治疗具有改善伴 MCI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甲状腺功能和情志状态的作用 

 
 

PU-0419 

雷帕霉素对难治性 Graves 病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研究 

 
胡诗倩,王悦,何明倩,张萌,丁习,施秉银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雷帕霉素对难治性 Graves 病患者临床指标及外周血调节性 T 细胞比例的影响，初步探

究雷帕霉素对难治性 Graves 病的临床疗效及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自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门诊纳入 20 例规律

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5 年以上，甲巯咪唑用量为 5-15mg/d，且连续 3 次以上甲功检测仅

TSH<0.07uIU/mL 的 Graves 病患者，以及 5 名健康对照。用流式细胞分析术检测所有入组者外周

血中调节性 T 细胞占 CD4+T 细胞的比值(Treg/CD4+T),并将 20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给予雷帕霉素（0.5mg/d）联合甲巯咪唑（维持原剂量）治疗 3 个月；对照组单纯使用甲巯

咪唑（维持原剂量）治疗 3 个月。以干预结束时 TSH 升高患者的比例、甲巯咪唑减药量来评估临

床疗效。以外周血 Treg/CD4+T 比值测定探究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同时观察用药安全性。 

结果  干预前难治性 Graves 病患者外周血中 Treg/CD4+T 比值明显低于健康组[(3.21±0.42)% vs 

(6.65±0.41)%,t=-3.31,P<0.01]。随机分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平均年龄、平均病程、平均用

药量、平均疗程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实验组 TSH 升高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

对照组(50% vs 10%,P<0.05)；实验组减药量大于对照组，但无显著性差异[(2.50±2.63)mg vs 

(0.50±1.58)mg, p=0.058)]；实验组外周血中 Treg/CD4+T 比值显著高于对照组[(5.88±1.51)% vs 

(3.49±1.23)%,t=3.88,P<0.01]。两组均未观察到药物相关不良反应。 

结论  雷帕霉素联合甲巯咪唑治疗难治性 Graves 病，与单纯使用甲巯咪唑相比，可以更有效得促

进甲功恢复，减少药物剂量，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其可能作用机制是提高外周血中调节性 T 淋巴

细胞的比例，从而抑制自身免疫反应。 

 
 

PU-0420 

妊娠期临床甲减与妊娠期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关系的临床分析 

 
罗春姣,庞爱萍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妊娠期临床甲减患者在妊娠期间有关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情况进行临床分

析，初步探讨妊娠期临床甲减与妊娠期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住院分娩的妊娠期临床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孕妇 109 例作为病例组，另随机选取同期在本院住院分娩的甲功正常孕妇 115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妊娠期间相关资料均完整。对研究对象的年龄、胎龄、妊娠天数、体质指数

（BMI）、甲功三项（TSH、FT3、FT4）、血糖（空腹血糖、餐后 1 小时血糖、餐后 2 小时血

糖）、尿蛋白、血压、血红蛋白、剖宫产、产后出血、胎膜早破、肝内胆汁淤积、胎盘异常（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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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剥、胎盘嵌顿、胎盘粘连、前置胎盘）、早产、新生儿体重、胎儿窘迫、新生儿畸形、新生儿窒

息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学处理方法主要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earson 卡方检验和 Fisher

确切概率法等。 

结果  1、妊娠期临床甲减组与妊娠期甲功正常组的一般资料如年龄、胎龄、BMI 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2、妊娠期临床甲减组的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贫血发

生率均高于妊娠期甲功正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妊娠期临床甲减组剖宫产、

胎盘异常、早产、胎儿畸形发生率较妊娠期甲功正常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间的产后出血、肝内胆汁淤积、胎膜早破、低体重儿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4、妊娠期临床甲减组与妊娠期甲功正常组间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空腹血糖及餐后 1 小时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妊娠期临床甲减组中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贫血、剖宫产、胎盘异常、早产、胎

儿畸形等妊娠期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均比妊娠期甲功正常组高。2、妊娠期临床甲减组

的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高于妊娠期甲功正常组，并且以餐后 2 小时血糖升高明显。 

 
 

PU-0421 

HMGB3 在甲状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赵洋,吕宏军,陈谱,浮姣,施秉银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其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增高。

MAPK/Erk 和 PI3K/Akt 通路的异常激活在甲状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两者同时激活可促

进分化型甲状腺癌进展为低分化或未分化型。 

HMGB3（High mobility group B3）是高迁移率族蛋白（HMG）的成员之一，它能改变 DNA 结构

以促进转录因子结合。近年来发现 HMGB3 在胃癌、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和膀胱癌等多种人类肿

瘤中的表达上调，可能参与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及凋亡等。然而，HMGB3 与甲状腺癌之间的关

系确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1）甲状腺癌中 HMGB3 的表达情况；2）HMGB3 对甲

状腺癌细胞恶性行为的影响；3）HMGB3 影响甲状腺癌细胞功能的分子学机制。 

方法  1）利用 RT-PCR 检测甲状腺癌及癌旁组织中 HMGB3 的表达情况； 

2）研究 HMGB3 对甲状腺癌细胞恶性行为的影响： 

（1）shRNA 慢病毒敲减甲状腺癌细胞系 K1 的 HMGB3，利用 Celigo 细胞计数法检测 HMGB3 表

达下调对 K1 细胞增殖的影响； 

（2） 流式细胞仪检测敲减 HMGB3 对 K1 细胞周期和凋亡的影响。 

3）利用 Western Blot 探讨 HMGB3 对 PI3K/Akt 及 MAPK/Erk 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1）RT-qPCR 结果显示 HMGB3 在甲状腺癌组织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癌旁组织；2）

HMGB3 表达下调后能抑制甲状腺癌细胞系的克隆，诱导细胞发生 G1 期阻滞及细胞凋亡；3）下调

HMGB3 表达后能抑制 PI3K/Akt 和 MAPK/Erk 信号通路的活性，提示 HMGB3 可能通过促进以上

两种经典信号途径活性参与甲状腺癌的发生与发展。 

结论   

1. HMGB3 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 

2. HMGB3 高表达是促进甲状腺癌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3. HMGB3 可能通过 PI3K/Akt 及 MAPK/Erk 两种经典信号通路参与甲状腺癌发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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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2 

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少年儿童中 

胰岛 β 细胞自身抗体（GAD）的阳性率分析 

 
李俊峰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和 1 型糖尿病均为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大量证据表明，1

型糖尿病患者对甲状腺的自身免疫反应增加，在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患者中的抗胰岛细胞自身

免疫状态尚未完全明了。 

方法  本研究通过评估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的浓度（该抗体广泛应用于 1 型糖尿病的诊断和

预测工具），探讨与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关联。方法：用 ELISA 方法定量检测谷氨酸脱羧

酶抗体，将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学龄患儿的抗 GAD 抗体的频率和健康年对照组相比。 

结果  41 例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患者中 4 例（9.8%）为 GAD 抗体阳性。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

腺炎组 GAD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36）。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患者中 GAD 抗体阳性率显着较高。我们的发现支持了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在未来生活中可能发展为 1 型糖尿病的概念。 

��+L��X�rp� 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在未来生活中可能发展为 1 型糖尿病的概念。 为

GAD 抗体阳性。慢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组 GAD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36）。 

 
 

PU-0423 

基层甲状腺结节手术情况调查 

 
付佐娣 

平谷区医院 

 

目的  了解基层地区外科甲状腺结节手术情况，为多学科管理甲状腺结节术前及术后管理提供参

考。 

方法  选择 2005 年～2014 年间于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外科行甲状腺结节手术患者为调查对象，通过

病案室提取病例信息：手术术式、术前甲状腺超声结果、术后病理分型等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分析基层地

区外科甲状腺结节手术情况。 

结果  共选取外科甲状腺结节手术患者 818 例，年龄 16～81 岁，平均年龄（52.14±11.04）岁，其

中男 150 名（18.3%）女 668 名（81.7%）。术后病理提示甲状腺结节腺肿 572 例（69.9%），腺

瘤 214 例（26.1%），桥本病 120 例（14.7%），乳头状癌 138 例（16.9%）,滤泡细胞癌 8 例

（1.0%），腺癌 2 例（0.2%），髓样癌 2 例（0.2%），甲亢 3 例（0.4%），亚甲炎 3 例

（0.4%），甲状腺囊肿伴炎症 1 例（0.1%），未分化癌 0 例。良性 668 例（81.7%），恶性 150

例（18.3%），其中乳头状癌合并桥本氏甲状腺炎 31 例，占乳头状癌 22.5%。甲状腺全切术 70 例

（8.6%），次全切除术 748 例（91.4%），全切术中良性 57 例（81.4%） ,恶性 13 例

（18.6%）；次全切中良性 611 例（81.7%），恶性 137 例（18.3%）。术前甲状腺超声提示甲状

腺结节 453 例（55.4%），囊实性结节 180 例（22.0%），囊性结节 9 例（1.1%），结节伴钙化

90 例（11.0%），占位 6 例（0.7%），弥漫性病变 49 例（6.0%），术前无甲状腺超声 67 例

（8.2%）。术前超声提示结节伴钙化术后病理性质为恶性 13 例（14.4%），超声提示占位术后病

理为恶性 1 例（16.7%），超声提示弥漫病变术后病理为桥本氏甲状腺炎 8 例（16.3%）。 

结论  基层医院外科甲状腺切除手术以良性结节为主，术式以次全切除术为主，术前超声评估诊断

率低，需严格甲状腺结节手术的术前评估，提高基层超声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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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4 

小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消炎痛用于亚急性甲状腺炎治疗效果研究 

 
蒲华丽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亚急性甲状腺炎采取小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消炎痛治疗的效果。 

方法  以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1 月来我院就诊的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 56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观察组（28 例）和对照组（28 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单纯的消炎痛，观察组采取小剂量糖皮

质激素联合消炎痛。 

结果  观察组 26 例患者在经过上述治疗后，疼痛、发热以及肿胀消失时间均要优于对照组；血沉恢

复时间明显要低于对照。 

结论  小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消炎痛用于亚急性甲状腺炎治疗效果显著，能够帮助患者减轻痛苦，

症状能够及时得到缓解，提高了生活质量，在临床上有使用和推广的价值。 

 
 

PU-0425 

伴甲亢和全血细胞减少的桥本脑病 

 
王刚 1,刘海霞 1,2 

1.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桥本脑病（HE）首次描述于 1966 年，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综合征，其特征为各种神经

精神或神经表现，并与桥本氏甲状腺炎相关，对类固醇敏感，急性或亚急性发作并且具有与甲状腺

激素水平无关的复发/缓解或进行性过程，临床发现是可变的和非特异性的。大多数报告病例通常

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有关，而甲亢病例很少。在这个病例报告中，我们介绍一例甲亢和全血细胞减

少症患者的情况。 

方法  病例报告和文献回顾。 

结果  一位 55 岁的中国女士长期患有全身性红斑，伴有手颤，虚脱，虚弱，烦躁和头痛。甲状腺功

能检查显示患者甲状腺功能亢进伴有高水平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

抗体（TgAb）和低水平的促甲状腺激素（TSH）。她的抗 α-烯醇化酶抗体（NAE）测试的 NH2-末

端抗体显示结果为阳性。脑电图（EEG）进行弥漫性异常波和活动图。磁共振成像（MRI）在双侧

基底节（尾状核）呈现高信号强度。在使用甲泼尼龙和口服泼尼松进行诊断治疗后，患者的状况得

到改善。 

结论  在许多不同情况下，桥本脑病经常出现无数神经认知症状和正常结果。因此，了解临床表现

以做出正确的诊断很重要。应该进行甲状腺抗体检测，因为这可能是诊断最重要的线索。NAE 血

清抗体的存在是 HE 的公认诊断标志物。一旦做出诊断，类固醇治疗是首选。我们也应该注意其他

疾病，并决定适合患者的正确药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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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6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与血脂异常相关性分析 

 
彭若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与血脂代谢的相关性 

方法  2014 年 9 月到 2014 年 1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对长春地区进行的有关甲状腺疾病的抽样调

查，其中甲状腺功能正常组 2230 名，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亚临床甲减）组 248 名，进行甲状

腺功能及脂代谢等实验室相关检查 

结果  亚临床甲减组性别、年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p

＜0.05），在控制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后对 TSH 水平与血脂指标进行偏相关分析，TSH 可独立

于性别、年龄与甘油三酯水平呈正相关（男性 r=0.13，女性 r=0.20，P＜0.01），亚临床甲减男

性、女性发生高甘油三脂血症风险分别是甲功正常人群的 2.01 倍和 2.49 倍（OR=2.01，

P=0.002；OR=2.49，P=0.000），当 4.2＜TSH＜10mmIU/L 和 TSH≥10mmIU/L 时，发生高甘油

三酯血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 1.97 和 4.96 倍（OR=1.97，P=0.004；OR=4.96，P=0.002）。此

外，女性的 TSH 水平还与总胆固醇水平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呈正相关（TC：r=0.08，

LDL：r=0.09；P＜0.01），亚临床甲减女性患者发生高胆固醇血症及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

分别是正常人群的 1.51 倍和 1.82 倍（P＜0.05）。亚临床甲减患者中 TPOAb 水平与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呈正相关（r=0.05，P=0.04），TPO 抗体阳性患者发生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异常的风险

是抗体阴性组的 1.69 倍(OR=1.69，P＜0.05) 

结论  亚临床甲减患者中女性出现脂代谢紊乱的风险高于男性， TSH 水平＞10mIU/L 时明显增加高

甘油三酯血症的发病风险,TOP 抗体阳性是低密度胆固醇血症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427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I131 治疗后 

早发型甲状腺肌病的报告：霍夫曼综合征 

 
刘海霞 1,王刚 2 

1.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目的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通常继发于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垂体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甲状

腺功能亢进症的确切治疗，如甲状腺切除术和 I131 治疗。 使用 I131 时，治疗目标是在 I131 给药

后 2-4 个月内达到甲状腺功能减退。 I131 治疗后的急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于 1987 年首次报道，是

儿童和成人公认的临床类型。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肌肉疼痛，僵硬，近端无力，乏力，抽筋，运动减

慢和反射减退，粘液性水肿和肥大。 57-90％的患者肌酸激酶（CK）水平升高。有 4 种与甲状腺

功能减退相关的肌病亚型：霍夫曼综合征，肌无力综合征，萎缩型和 Kocher-Debre-Semelaigne

综合征。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表现取决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使用左旋甲

状腺素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治疗通常会缓解症状。在这里，我们介绍一名男性在 I131 治疗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后出现早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病例。 

方法  病例报告。 

结果  一名 23 岁的中国男性患有心悸，疲劳，手颤和腹泻 10 个月，在另一家医院被诊断患有甲状

腺功能亢进症，并接受了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他最终接受了 I131 治疗。二十天后，他患有肩部，

骨盆和股四头肌的痉挛和肌肉疼痛，其随着肌肉活动而增加。血清肌酸激酶，肌红蛋白，乳酸脱氢

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上肢和下肢肌肉肌电图正常。下肢 T2 加权磁共振成像显示肌肉信号异

常。肌肉活检显示萎缩性改变并且没有炎性浸润。用左旋甲状腺素治疗后，患者的状况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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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该病例提示，在没有明显甲状腺功能减退表现的肌肉骨骼症状鉴别诊断中，应考虑因 I131 治

疗引起的早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PU-0428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胰岛素抵抗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邵莉莉,刘思嘉,王亭亭,李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患者糖脂代谢变化、胰岛素抵抗情况并分析其影

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甲减患者 125 例作为观察

组，随机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和空腹血糖（FBG）、餐后２

小时血糖（2hBG）、空腹胰岛素（FINS）、餐后 2h 胰岛素（2hINS）、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

数（HOMA-IR）、胰岛素敏感性指数（ISI）、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差异，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计算 HOMA-

IR 与各观察指标的相关系数，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甲减患者胰岛素抵抗的影响因素，通过受

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TSH 预测甲减患者胰岛素抵抗的可能切点。 

结果  (1)观察组 BMI、FBG、FINS、2hINS、HOMA-IR、TC、TG、LDL-C 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ISI、HDL-C 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2)HOMA-IR 与 FT4、ISI 呈负相关（r 值分别

为 -0.278、 -0.599，P < 0.05），与 BMI、TSH、FBG、TC、LDL-C 呈正相关（ r 值分别为

0.367、0.456、0.365、0.270、0.295，P < 0.05）。校正性别、年龄、BMI、FT4、TC、LDL-C 等

因素的影响后，TSH(OR=1.040，95％CI 1.004～1.078，P < 0.05)是甲减患者胰岛素抵抗的独立

危险因素。10.11uU/ml 是 TSH 预测甲减胰岛素抵抗的可能切点，其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94.7%、58.9%。 

结论  甲减患者较健康人群更易发生糖脂代谢异常和胰岛素抵抗，TSH 是甲减患者胰岛素抵抗的独

立危险因素，当 TSH > 10.11uU/ml 时，应当监测患者的糖脂代谢指标，以便尽早识别及干预治

疗，降低相关疾病发生率。 

 
 

PU-0429 

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大剂量激素冲击 

治疗前后疗效观察及安全性评估 

 
刘海霞 1,葛力明 2 

1.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大连市儿童医院 

 

目的  甲状腺相关性眼病（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TAO）为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的甲状腺外并发症，在 Graves 病 (Graves’ Disease, GD) 患者中，发病率可高达 25%[1]，TAO 的

早期诊断可以使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大剂量糖皮质激素静脉治疗是活动期的 TAO 的一线治疗方

法[2]，目前静脉激素治疗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案：前 6 周，每周应用 500mg 甲泼尼龙，后 6 周，每

周应用 250mg 甲泼尼龙，共计 12 周，累积剂量达 4.5mg[3]。本研究将探讨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大剂

量激素冲击治疗前后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1、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内分泌 2 科住院，符合 TAO 活动期诊断、入组标

准及排除标准的患者共计 17 例为病例组，收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腹围、是

否吸烟、既往主要病史、TAO 病史及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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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冲击前后行眼科检查，明确患者治疗期间眼部变化，包括：突眼度、双眼的视力、眼压，冲击

前后对患者进行 CAS 评分，通过对以上几项的对比来观察治疗的有效性。 

3、检测患者冲击治疗前后血常规、尿常规、电解质、肝功能、OGTT 实验、皮质醇节律以及骨量

的变化，并持续观察患者有无反酸、烧心、嗳气、呃逆、腹胀、腹痛等消化道溃疡等症状；患者有

无咳嗽咳痰等呼吸系统感染的症状；有无尿频、尿急等；泌尿系感染的症状；通过对以上几项的对

比来评估治疗的安全性。 

4、所有数据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M（Q25-Q75）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突眼度及 CAS 评分显著降低。 

 2、CAS 评分的改善程度与 TAO 的病程呈正相关，而与 GD 的病程、BMI 指数以及年龄无关； 

结论  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优于治疗前，尤其是在缓解

眼部软组织炎症方面，对于提高视敏度、减少眼压、减低突眼度等方面均有较明显的作用。 

 
 

PU-0430 

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关系 

 
张芳 1,陈玉 1,高雪娟 1,饶春梅 1,范源 2 

1.云南省中医学院 

2.云南省中医医院 

 

目的  分析丙型肝炎患者病毒基因分型与甲状腺疾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 年-2017 年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肝内科住院部确诊为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并符合

纳入标准的 267 例患者，收集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入院前有无干扰素及抗病毒治疗、HCV 抗

原、丙肝基因型（1b、2a、3a、3b、6a、6b、6k、6n、6v）、肝功、甲功等临床资料。根据丙型

肝炎病毒基因分型分为丙肝基因型阴性组、丙肝基因型 2a 组、丙肝基因型 3b 组、丙肝基因型其他

类型组，分别有 93 例、41 例、63 例、70 例，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析比较丙型肝炎不同

基因型病毒对甲状腺疾病的影响，探讨丙型肝炎不同病毒基因分型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 

结果  运用统计学分析显示：（1）各组间合并甲状腺结节例数比较：丙肝基因型阴性组（7.5%）

＞丙肝基因型 3b 组（5.2%）＞丙肝基因型其他类型组（6.0%）＞丙肝基因型 2a 组（2.2%）。

（2）各组间血清 T3 水平比较：丙肝基因型 3b 组＞丙肝基因型其他类型组＞丙肝基因型阴性组＞

丙肝基因型 2a 组（P＜0.05）。（3）各组间血清 T4 水平比较：丙肝基因型其他类型组＞丙肝基

因型 3b 组＞丙肝基因型阴性组＞丙肝基因型 2a 组。（4）各组间血清 TSH 水平比较：丙肝基因型

3b 组＞丙肝基因型 2a 组＞丙肝基因型其他类型组＞丙肝基因型阴性组。（5）各组间血清 A-TPO

水平比较：丙肝基因型 3b 组＞丙肝基因型阴性组＞丙肝基因型 2a 组＞丙肝基因型其他类型组。

（6）各组间血清 A-TG 水平比较：丙肝基因型其他类型组＞丙肝基因型 2a 组＞丙肝基因型阴性组

＞丙肝基因型 3b 组。（7）丙肝基因型 2a 组与 T3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丙肝基因型其他类

型组与 FT3、A-TPO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丙肝基因型 3b 组、丙肝基因型阴性组与甲状腺

功能无统计学差异（P＞0.05）。（8）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丙型肝炎病毒发生甲状腺疾病

的危险因素：HCV 抗原、ALT、A-TPO、T3。 

结论  本次回顾性分析发现，HCV 抗原阳性患者更容易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可能是由于丙肝病毒

对甲状腺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丙肝病毒基因分型 2a 及其他类型基因分型与甲状腺功能有一定的相

关性，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综上所述，不同的基因分型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的不同指标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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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1 

甲功正常的桥本甲状腺炎与胰岛素抵抗 

在甲状腺结节患者中的相关性研究 

 
刘海霞,赵停停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为探讨甲功正常的桥本氏甲状腺炎在甲状腺结节患者中的发病特征，研究甲状腺结节患者中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粗筛甲状腺结节的性质及分析与胰岛素抵抗和自身免

疫的关系，为甲状腺结节的诊断、鉴别及其病因学探索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于我院内分泌 2 科住院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的

患者，本研究将 111 例单发甲状腺结节行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的患者作为实验组研究对象，同时选

取同期于我院内分泌科门诊体检的“健康”人 86 例（女 50 例，男 36 例），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

卷调查、体格检查、生化检查及甲状腺超声检查。采用测量学指标，如身高、体重、腰围；清晨空

腹（过夜禁食 8 小时），fT4、fT3、sTSH、TGAb、TPOAb，OGTT 及胰岛素释放试验测量空腹

及 2 小时的血糖、胰岛素的水平。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数据均行正态分布

和方差齐性检验，正态分布两样本均数之间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三种疾病的关联

性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统计学分析表明，两组数据在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腰围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在 BMI 的计算值上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游离 T4、游离 T3、

TPOAb、TGAb 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而测量值 sTSH 在甲状腺结节组中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评估两组间胰岛素抵抗情况，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在

FPG（空腹血糖）、Fins（空腹胰岛素）、2h 血糖、2h 胰岛素、HOMR-指数等方面有统计学差

异； 

结论  1.在本研究中，甲状腺结节组与对照组相比，在 sTSH、BMI、FPG、FINS、HOMA 指数、

2h 血糖、2h 胰岛素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提示甲状腺结节患者血糖调节水平较正常人有一定程

度下降。2.AITD 与 IR、IR 与 TN、AITD 与 TN 三种疾病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3.将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液基细胞制片的病理结果作为分组良恶性的标准，甲状腺结节合并

胰岛素抵抗的患者结节恶性率较不合并胰岛素抵抗组偏高，且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ITD

合并甲状腺结节的恶性率较单纯甲状腺结节组偏高，但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U-0432 

富阳区妇幼保健院妊娠早期特异性 

促甲状腺素（TSH）参考值范围的建立 

 
叶香芳 

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富阳地区妇幼保健院，地处浙江省省会杭州，主要从事孕产妇保健，年建卡孕检 10000 余人

次，年分娩量 6000 余人次，故制定妊娠特异的 TSH 参考值，用于诊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予

以恰当干预，既不过诊，亦不漏诊，显得尤其重要。 

方法  选择富阳本地 2018 年 1 月至 3 月至我院早孕门诊进行产前检查的 20-43 岁本地生活至少 5

年以上，健康妊娠女性，停经时间在 5-12 周之间，排除有甲状腺疾病既往史或家族史；有可触及

的甲状腺肿或者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妊娠期糖尿病或高血压；多胎妊娠；正在服用含碘或抗甲

状腺药物；妊娠剧吐、滋养层细胞疾病及子痫前期、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阳性，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阳性共 392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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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检测血清游离三碘甲状原胺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素（TSH）的水

平。 

结果  经本次实验数据统计分析，本单位 TPO-Ab、TG-Ab 阴性妊娠早期女性 FT3 参考值范围为

4.13-6.40pmol/L；FT4 参考值范围为 14.15-23.20pmol/L；TSH 参考值范围为 0.15-5.14mIU/L。其

中 TSH 参考值范围与 2012 年我国制定《妊娠与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范建霞课题组提供的 Roche 的试验结果 0.05-5.17mIU/L 非常接近。由

于未知总体，不能进行非参数的检验进行比较,故未能作出相关判断。相关分析显示，妊娠早期女

性 TSH 与 FT4 呈负相关，在 0.01 级别，相关性显著；TSH 与 HCG 呈负相关,在 0.01 级别，相关

性显著，与我们所熟知的内分泌变化规律一致。 

结论  富阳区妇幼保健院妊娠早期女性特异性促甲状腺素参考值范围为 0.15-5.14mIU/L，该参考值

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建立特异性参考值范围意义重大，可避免漏诊和过度治疗。 

 
 

PU-0433 

细针穿刺联合超声量化评分系统 

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中的临床应用 

 
肖瑾秋,郑宏庭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联合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中的临床应

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0 个甲状腺结节的超声征象，分别对常规灰阶超声及多普勒

超声显示的结节形状、回声强度、生长形状、钙化灶、光晕、回声结构、直径、边界、增长速度、

颈部淋巴结 10 项超声特征按照超声量化评分表予以评分以及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的细胞学结果采

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提出的甲状腺细胞学分类标准-贝塞斯达系统（BethesdaSystem）予以分

类，以手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别绘制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及两者联合的

受试者操作特点（ROC）曲线，比较三者的诊断价值。 

结果  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及两者联合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83、

0.740、0.844。超声量化评分系统的最佳评分切点是 2，即大于 2 分诊断为恶性，小于 2 分诊断为

良性。诊断效能为灵敏度为 84.37%，特异度为 55.56%，阳性预测率为 77.14%，阴性预测率为

66.67%。细针穿刺的最佳分类切点是 3，即细胞学分类 I、II、III 类为良性，IV、V、VI 类为恶性，

诊断效能为敏感度为 79.69%，特异度为 61.11%，阳性预测率为：78.46%，阴性预测率为：

62.86%。两者联合的诊断效能为敏感度为 85.94%，特异度为 77.78%，阳性预测率为：87.30%，

阴性预测率为：75.68%。 

结论  甲状腺超声量化评分系统联合细针穿刺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较单一一种检查

方法高。 

 
 

PU-0434 

激素治疗无效性眼突球后放疗的疗效观察 

 
王爽 

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球后放射治疗对激素治疗无效性眼突的疗效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2017 年 8 月在我院行球后放射治疗的活动期中重度 Graves 眼病进行回顾性

研究。入选标准：均正规抗甲亢药物治疗（甲功恢复正常）且经糖皮质激素静脉治疗后无效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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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佳，仍有眼部症状及体征者。记录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病程、吸烟情况），检

测甲状腺功能、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给予以上患

者球后放射治疗，放射治疗的频率为每周 5 次，剂量为每次 2Gy，共进行 10 次，总剂量为每眼

20Gy。观察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畏光、流泪、眼胀、结膜充血水肿、眼睑肿胀)改善情况、眼球突出

及眼裂高度变化。 

结果  共收集患者 298 例（596 眼）。球后放射治疗后畏光、流泪、眼胀，结膜充血水肿，眼睑肿

胀症状均有所好转。放疗前突眼度(18.50±1.02)mm，放疗后突眼度(16.15±1.56)mm，P<0.05，以

治疗后眼突回退率≥2mm 为有效，有效率为 78.9％。放疗前眼裂宽度为(12.1±1.15)mm，放疗后眼

裂高度为(9.75±0.92)mm，P<0.05，以治疗后睑裂宽度缩小≥2mm 为有效，有效率为 79.6%。男

性、吸烟、突眼持续时间、TRAb 是球后放射治疗难治性 Graves 眼病的疗效的影响因素。 

结论  球后放射治疗是甲状腺相关眼病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或不能耐受糖皮质激素以及不愿接受

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的优选治疗方法。性别、吸烟、突眼持续时间、TRAb 水平影响球后放射治

疗对激素治疗无效性眼突的疗效。 

 
 

PU-0435 

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代谢组学 

 
高伟 1,何晓伟 1,陈敏健 2,吴丹 1,胡翠宁 1,刘媛馨 1,徐婷 1,唐伟 1 

1.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代谢组学方法揭示甲状腺乳头状癌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央淋巴结有

转移癌组织与中央淋巴结无转移癌组织代谢谱差异，建立区分甲状腺乳头状癌癌组织与癌旁组织的

诊断模型和区分中央淋巴结有无转移的诊断模型；探索甲状腺乳头状癌发生及中央淋巴结转移的机

制改变；寻找判断甲状腺乳头状癌发生以及中央淋巴结有无转移的诊断分子标志物或抑制肿瘤发

生、抑制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新治疗靶点。 

方法  收集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术后癌组织和癌旁组织，样本总例数 39 例，其中有转移组 18

例，无转移组 21 例，入组人群无患有代谢性疾病、口服激素类药物等。将样本进行前处理以萃取

代谢物并消除组织蛋白等的影响，后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上样，根据各代谢物的波峰得出代谢物

的相对浓度，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t 检验、主成分分析、正交偏最小方差

判别分析等。 

结果  本研究将结果分为四组：1、总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代谢谱对比：共有 28 种代谢物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2、中央淋巴结有转移组中癌组织与癌旁组织对比：有 20 种代谢物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3、中央淋巴结无转移组中癌组织与癌旁组织对比：有 21 种代谢物差别有统计学差异；4、有中央

淋巴结转移癌组织与无中央淋巴结转移癌组织对比（样本年龄：43.44±10.04，性别：男 6 女 26，

BMI：24.91±2.64，组间年龄、性别、BMI 等无统计学差异）：有 1 种代谢物差别有统计学差异：

抗坏血酸，抗坏血酸在中央淋巴结有转移甲状腺乳头状癌癌组织中含量明显低于中央淋巴结无转移

癌组织。本研究显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代谢谱有明显差异，中央淋巴结有转移癌

组织与中央淋巴结无转移癌组织代谢谱有差异，主成分分析、正交偏最小方差判别分析发现癌组织

与癌旁组织、中央淋巴结有转移癌组织和无转移癌组织可以被分开。 

结论  可以通过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代谢组学建立区分甲状腺乳头状癌癌组织与癌旁组织的诊断模

型和区分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淋巴结有无转移的诊断模型。相关代谢通路的改变为甲状腺乳头状癌

发生及转移机制提供了新思路。肌肽、碘酪氨酸、顺乌头酸可能作为诊断甲状腺癌的新分子标志

物。抗坏血酸可能作为新型诊断标志物来预测患者有无中央淋巴结转移或可作为预防甲状腺乳头状

癌中央淋巴结转移的新治疗靶点。 

 
 

PU-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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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本氏病并 Graves 眼病、胫前粘液性水肿一例报告 

 
李红利,汤旭磊,成建国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提高对桥本甲状腺炎合并 Graves 眼病、胫前黏液性水肿的认识，减少误诊误治。 

方法  对 1 例桥本甲状腺炎合并 Graves 眼病、胫前黏液性水肿的病人进行临床分析并相关文献复

习，详细分析患者病情及目前相关疾病诊疗现状等。 

结果  该病人确诊并治疗好转出院，并在之后的随访中表现出逐渐改善。 

结论  桥本甲状腺炎并 Graves 眼病、胫前粘液性水肿系一少见病。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对本病的

认识也逐步提高。本病首先要正确认识，根据病人病情选用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并密切注意观察

病情变化，酌情调整治疗方案。 

 
 

PU-0437 

长链非编码 RNA 在 Graves’病中的表达及作用 

 
张倩为,王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检测 GD 中 LncRNA 的表达谱，研究具有显著改变的 LncRNA 分子与疾病的关系，推测其生

物学功能，并研究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对 LncRNA 表达水平的影响，旨在 GD 中发现新的生

物学标志物及可能的治疗靶点。 

方法  收集符合入组标准的初发 GD 患者 45 例，甲状腺功能正常的 GD 患者 30 例，缓解期 GD 患

者 12 例，及正常对照者 30 例，其临床资料及外周静脉血标本。在 3 例初发 GD 患者及 3 例正常对

照者中运用 Microarray 芯片筛查 CD4+T 淋巴细胞的 LncRNA 表达情况。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q-PCR）技术，选择表达差异较大的 LncRNA 在各组中进行验证，

分析 LncRNA 表达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运用顺式（cis）及反式（trans）算法预测 LncRNA

调控的靶基因，通过 KEGG 及 GO 分析，发现差异表达的 LncRNA 富集的生物信号通路，初步分

析其功能。体外培养正常对照 CD4+T 淋巴细胞，观察 T3 刺激其对 LncRNA 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本研究在 GD 及正常对照中共检测出 53124 条 LncRNA 序列，其中 169 条在两组中具有显著

差异（倍数改变≥2，P<0.05），包括 29 条下调，140 条上调。 

结论  初发 GD 患者与正常对照者 CD4+T 淋巴细胞中 LncRNA 表达谱具有明显差异，其改变可能

通过调节炎症相关通路而影响 GD 的发病过程。AK021954、AB075506、HMlincRNA1474 与临床

指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HMlincRNA1474 可能调控 JUNB 的表达，AK021954、AB075506 可能

调控 NRCAM 的表达，从而参与 GD 的发生发展。这些 LncRNA 为在 GD 中发现新的生物标识物

及治疗靶点提供了方向。 

 
 

PU-0438 

比较 BRAFV600E 和 TIRADS 分级 

在 BSRTC I/III/V 类结中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的价值 

 
吴亚,曹星月,邓红艳,王剑翔,杭菁,李霄,姚青,沈美萍,武晓泓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超声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TIRADS 分级）与 BRAFV600E 突变检测在 Bethesda

甲状腺细胞病理报告系统（BSRTC）I、III 和 V 类结节中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PTC）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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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超声诊断科行甲状腺结节细针

穿刺细胞学（FNAC）和 BRAFV600E 突变检测的甲状腺结节患者。收集病人的一般临床资料、超声

资料、BRAFV600E 基因检测结果及细胞学检测结果。最终，472 名患者共 479 例结节符合标准并纳

入本研究。分析比较 TIRADS 分级、BRAFV600E 突变检测及联合应用在 BSRTC I、III 和 V 类结节

中诊断 PTC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性。 

结果  1）在 BSRTC I 类结节中，和 TIRADS 相比，BRAFV600E具有相似的敏感性、较高的特异性

和较低的准确性（67.7% vs 74.2%，P>0.05；99.4% vs 88.9%，P<0.001；94.6% vs 96.6%，

P<0.01）。在 BSRTC III/V 类结节中，BRAFV600E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均与 TIRADS 相似。

2）与 BRAFV600E 相比，联合应用的敏感性均显著提高（BSRTC I：93.6% vs 67.7%，P<0.01；

BSRTC III：93.8% vs 75.0%，P<0.01；BSRTC V：96.0% vs 85.3%，P<0.001）。与 TIRADS

相比，在 BSRTC I 类结节中，联合应用的敏感性明显提高（93.6% vs 74.2%，P<0.05）；在

BSRTC III 类结节中，联合应用的敏感性显著提高而准确性下降（93.8% vs 75.0%，P<0.01；

91.0% vs 93.6%，P<0.01）；在 BSRTC V 类结节中，联合应用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均明显提高

（96.0% vs 82.0%，P<0.001；94.2% vs 81.3%，P<0.001）。 

结论  在 BSRTC I 类结节中，BRAFV600E的特异性优于 TIRADS，而准确性却低于 TIRADS。而在

BSRTC III/V 类结节中，两者诊断 PTC 的价值相似。此外，BRAFV600E和 TIRADS 联合应用可显著

提高其在 BSRTC I、III 和 V 类结节中诊断 PTC 的敏感性。 

 
 

PU-0439 

ATD 治疗 Graves 病甲亢缓解速度预测模型的建立 

 
王萍,蔡赟,王知笑,杨涛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初诊 Graves 病患者临床特征与甲巯咪唑治疗后甲亢缓解速度之间的关系，找出甲亢缓

解速度的预测指标，建立预测模型，指导临床医生在甲亢患者初诊时选择合适的初始用药剂量及随

访时间。 

方法  本研究纳入 81 名初诊 Graves 病患者，均予以甲巯咪唑<赛治>治疗，患者甲亢缓解速度定义

为平均每天每片甲巯咪唑<赛治>能使患者 FT4 下降的数值。取甲亢缓解速度中位数为截点分组，

比较两组间年龄、性别、甲状腺功能（FT3、FT4、TSH）、甲状腺自身抗体（TgAb、TPOAb、

TRAb）及甲状腺摄碘率（2h、6h、24h 及曲线下面积）等方面的区别。 

结果   1、初诊 AITD 甲亢患者平均年龄 37.2±13.0 岁，其中 22 名为男性(27.2%)，甲状腺功能、抗

体水平及摄碘率均高于正常范围，符合甲状腺功能亢进诊断。平均初始用药剂量为

22.90±7.15mg/d，平均缓解速度为平均每天每片甲巯咪唑<赛治>能使 FT4 下降 0.53±0.30 

pmol/L。2、缓慢组和快速组患者的平均甲亢缓解速度分别为 0.29±0.10 和 0.77±0.24pmol/(L*片*

天)，两组在初诊时的年龄、性别和初始用药剂量、FT3、TgAb、TRAb 及 2h、6h、24h 摄碘率及

摄碘率曲线等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缓解快速组的 FT4、TPOAb 均高于缓慢组

（P<0.05）。将所有因素均纳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初诊时 FT4 和 TPOAb 是甲亢缓

解速度的预测因素（P<0.05），两者联合预测模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29（P=0.000，95% CI 

0.620-0.838），切点为 0.61（灵敏度为 48.8%，特异度为 90.00%）。 

结论  TPOAb 和 FT4 两者联合建立预测模型，可以在 Graves 病患者初诊时预测甲巯咪唑治疗后的

甲亢缓解速度，两者皆高的患者用药后甲亢缓解迅速，应在初诊时选择较常规剂量低的用药剂量，

同时适当缩短随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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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40 

垂体促甲状腺素瘤合并甲状腺异常情况及诊治分析 

 
方红娟,付煜,贾柏,钟历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垂体促甲状腺素瘤（Thyrotropin-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s，TSHoma）患者合

并甲状腺功能异常情况及术前短期奥曲肽治疗效果，为 TSHoma 与甲状腺疾病间的相关性提供证

据。 

方法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明确诊断的 28 例

TSHoma，并于术前予奥曲肽短期治疗控制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检测患者甲状腺

超声、甲状腺功能及相关抗体，分析 TSHoma 患者临床特征、甲状腺异常情况及其短期奥曲肽治

疗效果。 

结果  28 例 TSHoma 患者主要表现为甲亢症状或颅内占位引起的临床表现，其中心悸、乏力、怕

热、多汗、手抖、消瘦 20 例，视力下降 6 例，头痛头晕 10 例，恶心、呕吐 2 例。部分患者可同

时合并几种症状。甲状腺激素水平为血清 FT3、FT4 升高，TSH 水平不被抑制(正常或升高)，符合

中枢性甲亢表现。影像学特征提示微腺瘤 5 例，大腺瘤 23 例。完善甲状腺超声的 24 例，1 例未报

异常，其他患者均存在甲状腺病变。2 例患者合并 Graves 病。2 例患者被误诊为原发性甲亢，2 例

患者被误诊为桥本甲状腺炎，4 例患者被误诊为 Graves 病。所有患者均符合中枢性甲亢表现，并

对奥曲肽治疗敏感。在奥曲肽治疗时间中位数为 7 天（3-16 天）和总剂量中位数为 1.8mg（0.9-

4.5mg）后，患者 TSH 从 4.95±3.68 uIu/ml 下降到 0.68±1.29 uIu/ml，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垂体促甲状腺素瘤是罕见的垂体瘤，易被误诊，TSH 不被抑制的甲状腺毒症需警惕

TSHoma。同时 TSHoma 大多合并甲状腺异常。对于垂体 TSHoma 合并其他甲状腺功能异常的，

生长抑素类似物奥曲肽仍是一线药物，短期术前治疗可快速有效地控制甲状腺激素水平和甲状腺功

能亢进临床症状，有利于降低手术风险。 

 
 

PU-0441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与心血管风险相关 

无创性检测指标的 Meta 分析 

 
姚克铖,邹秀兰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SCH）被定义为促甲状腺激素增高，伴

或不伴血清游离甲状腺素降低的一种疾病。在成年人中，SCH 的发病率为 3%-18%，且随着年龄

的增加而增加，尤其在女性患者中显著增多。SCH 起病隐匿，虽然在大多数患者中无任何临床症

状，但是 SCH 却在心血管方面存在不利影响。在这些主要影响表现在动脉硬化、心脏舒张功能障

碍、内皮功能障碍、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增加、冠状动脉疾病以及冠心病引起的死亡率增加。

SCH 患者血脂异常和氧化应激等机制导致了上述疾病的原因。因此我们通过荟萃分析方法，系统

评价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主要的心血管事件风险相关无创性检测指标的影响。 

方法  我们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纳入 SCH 患者进行心外膜脂

肪组织厚度 (epicardial adipose tissue,EAT)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脉搏波传导速度 (pulse wave velocity,PWV)、血流介导的舒张功能 (flow-

mediated dilation,FMD)和硝酸甘油介导的非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 (glyceryl trinitrate mediated 

dilation ,NMD)等指标检测的相关文献。 

结果  共纳入 27 篇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 1065 例、对照组 866 例)。与对照组相比，SCH 患者

CIMT (SMD: 0.369 mm; 95%CI: 0.038, 0.700; P=0.029)和 EAT (SMD: 1.167 mm; 95%CI: 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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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 P=0.000)明显增厚。同时，PWV 较对照组明显增快(SMD: 3.574 m/s; 95%CI: 0.935, 6.213, 

P=0.008)。我们也发现与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对照组相比，FMD (SMD: -1.525%, 95%CI: -2.156, -

0.894, P=0.000)和 NMD (SMD: -0.384%, 95%CI: -0.625, -0.142, P=0.002)明显降低。通过敏感性

分析和亚组分析证实了上述结果。 

结论  我们的 Meta 分析证实 SCH 与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风险因素密切相关。这一发现有

助于针对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建立针对心血管风险的防治策略。 

 
 

PU-0442 

IQ 结构域 GTP 酶激活蛋白 1 

可调控雌激素干预下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孟栋栋,郝晓,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 IQ 结构域三磷酸鸟苷酶激活蛋白 1(IQGAP1)在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和侵袭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 Western blot 对 IQGAP1 在甲状腺癌细胞中的表达进行分析，然后敲低 IQGAP1 表达后

检测 17β-雌二醇(E2)条件下雌激素受体 α(ERα)的转录活性以及细胞增殖和细胞迁徙。 

结果  IQGAP1 在甲状腺癌组织和 FTC133 细胞中过表达。然而，在 FTC133 细胞中敲低 IQGAP1

可显著下调 17β-雌二醇（E2）条件下 ERα 的转录活性、细胞增殖、细胞粘附和细胞迁移。此外，

敲低 ERα 可阻断 IQGAP1 过表达引起的 p-ERK1/2 和 Cyclin D1 蛋白表达上调。在 FTC133 细胞

和共转染 COS-7 细胞中进行免疫共沉淀， IQGAP1 可直接与雌激素受体 α（ERα）作用。 

结论  IQGAP1 可直接与 ERα 相互作用，并作为信号整合分子，调节甲状腺癌细胞增殖和侵袭。 

 
 

PU-0443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与糖尿病血管并发症关系的研究 

 
于轶楠,梁丽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CH，以下简称亚临床甲减)是介于正常甲状腺功能与临床甲状腺

功能减退症之间的中间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亚临床甲减检出率明

显升高。本文主要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与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关系。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 1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临床资料,依

据是否合并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分为 50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患者作为亚临床甲减

组，50 例 2 型糖尿病同时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两组患者的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

的情况。 

结果  亚临床甲减组患者的 TSH、FBG、hsCRP、TC、TG、LDL-C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HDL-C 水

平低于对照组;亚临床甲减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亚临床甲减可以加速糖尿病病情的进展，推进并发症的发生。临床实践中，应当重视对 2 型

糖尿病患者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筛查，及早发现并予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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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44 

甲状腺髓样癌合并库欣综合征病例一例 

 
刘锐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男性患者，42 岁，因为甲状腺髓样癌伴多发转移于我院肿瘤科住院治疗。该患者 2 年前因为

甲状腺肿物于甲状腺外科就诊，行甲状腺切除手术，术后病理诊断为甲状腺髓样癌，术后患者应用

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术后半年，患者检查发现颅骨肿瘤转移及肺转移，行放疗及化疗治疗，此次

入院，患者查体可见：血压 135/90mmHg，心率 89 次/分，头发稀疏，无多毛，无皮肤色素沉着及

脱失，无紫纹，腹软，腹部膨隆，肝脾未及肿大，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下肢无浮肿，完善相关检

查，血钾 4.5mmol/l，血钠 165mmol/l，垂体磁共振显示：垂体形态未见异常，激素相关检查，结

果显示：甲状腺功能：促甲状腺素：0.140mIU/L(0.3-4.2)；肾上腺功能相关检查提示：皮质醇（早

8 点）1054nmol/L，促肾上腺皮质素（早 8 点）：10pmol/L，皮质醇（晚 4 点）1030.3nmol/L，

促肾上腺皮质素（晚 4 点）：11pmol/L；性腺相关检查：正常；甲状旁腺激素水平正常，肾上腺增

强 CT 检查提示右侧肾上腺占位。 

方法   综合患者诊治情况，诊断考虑为甲状腺髓样癌合并库欣综合征，该患者库欣综合征的病因，

需要排除甲状腺髓样癌本身可引起的伴瘤内分泌综合征，结合患者 ACTH 水平，目前考虑为不依赖

ACTH 的库欣综合征，肾上腺皮质瘤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患者进一步检查明确病变性质。 

结果   通过对该患者的诊治过程，我们获得的宝贵的经验，该患者存在甲状腺髓样癌，同时出现了

其他内分泌腺体疾病—肾上腺皮质瘤，需要警惕内分泌科疾病多发性内分泌腺肿瘤综合征

（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MEN）的可能性，它是一类在同一个患者身上同时或先后出现两

个或两个以上内分泌腺体肿瘤或增生而产生的临床综合征，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可成家族性发

病。 

结论  本例患者存在甲状腺髓样癌，但是无 MEN-Ⅱ型中其他常见的腺体疾病，反而合并肾上腺皮

质瘤，所以考虑该患者为混合型可能性大，但是均需要进一步检查证实。此类患者大多最初就诊为

肿瘤科或甲状腺外科等，对 MEN 的了解不多，而 MEN 疾病本身可呈家族性发病，所以提高相关

科室对此类疾病的认识，对提高相关患者及其家族的疾病筛查及治疗水平有很大意义。 

 
 

PU-0445 

手机辐射与甲状腺结节恶性风险级别关系的研究 

 
吴晓燕 1,逯娅雯 2,王岩 1,杨芳 1 

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近 20 多年来甲状腺结节发病率十分迅速，其中 5%~10%发展为甲状腺癌。而近 20 年来人

们对手机的使用量日益增加,由此产生的电磁辐射也在人群中日趋蔓延。手机广泛的使用与甲状腺

结节恶性程度风险级别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本研究通过对甲状腺结节病人的流行病调查、甲状腺

超声的检测，以及生物电磁剂量学的定量分析，探寻甲状腺结节恶性程度风险级别与手机电磁辐射

的关系，为其病因学及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甲状腺结节患者

359 例，男性 102 例，女性 257 例 ，根据甲状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TI-RADS)将患者分成不同的组

别，在提取数据时纳入研究中患者每次使用手机时间的长短和使用年限。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患者人

群特征自行设计调查表来收集体检人群的一般资料。内容包括(1)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体

重指数等; (2) 手机辐射剂量的评价 。运用生物计量学的方法，精确计算手机辐射作用下，甲状腺

组织中感应电流密度以及比吸收率 SAR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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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经双向有序属性不同分组资料的线性趋势检验，甲状腺结节 TI-RADS 风险级别与手机

使用年限存在线性趋势( x2= 4.02，P = 0.026)。等级相关系数为 0.199，P = 0.024。说明甲状腺结

节恶性级别风险随着手机使用年限的延长而增大。甲状腺结节的恶性风险级别与手机每次使用时间

也存在线性趋势( x2= 4. 79，P = 0. 013)。等级相关系数为 0. 207，P = 0. 035。说明甲状腺结节

恶性级别风险随着手机每次使用时间的延长而明显增大。（2）另一方面，使用手机时间越长，，

甲状腺组织中感应电流密度以及辐射吸收率（SAR）越高。 

结论    生物电磁计量学与流行病学研究一致，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与手机辐射有明显相关性，长期使

用手机所致的电磁辐射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的高危因素。不论是通话状态还是微信状态下，手机产生

的电磁辐射都对能被甲状腺吸收，进而造成甲状腺的损害，接收手机辐射时间越长，甲状腺结节恶

性程度风险级别越高，手机辐射与甲状腺结节的风险度存在明显的量-效关系。本研究为甲状腺结

节发病机制以及甲状腺结节恶性程度风险级别的相关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PU-0446 

甲状腺结节流行病学及相关风险因素研究 

 
闾倩,汤玮,宋艳,张星星,石勇铨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上海市甲状腺结节(TN)疾病的流行病学和相关风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长征医院“上海市成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筛查

与评估”项目所有患者资料,受试者筛查期间完成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甲状腺超声及生化检测，检

测指标包括血清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素

（TSH）、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胆固醇

（T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空腹血糖

（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尿碘（UI）等，分析甲状腺结节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相关风险

因素。 

结果  （1）上海人群甲状腺结节患病率为 27.2%，男女比例约 1∶1.5（38.8% vs 61.2%）,女性高

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1115 名甲状腺结节患者中，有 96 例(8.6%)为恶性结节,756

例（67.8%）为甲状腺腺瘤，135 例（12.1%）甲状腺囊肿；（3）相比于非甲状腺结节组,甲状腺

结节组年龄较大（46.02±11.84 岁 vs 40.72±11.91 岁），TPOAb 水平（38.42IU/ml±88.86 vs 

33.73±76.18 IU/ml）及 UI 水平（192.49±129.11ug/L vs 176.43±122.00ug/L）较高，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T3、T4、TSH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4）甲状腺结节组相比于非结节组 FPG

（ 5.60±1.39mmol/L vs 5.44±1.21mmol/L ）、 HbA1c （ 5.56±0.75% vs 5.45±0.64% ）、 TC

（5.17±0.94 mmol/L vs 5.09±0.95 mmol/L）、LDL（3.23±0.85 mmol/L vs 3.16±0.86 mmol/L）水

平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上海市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较高,女性的患病率高于男性。高龄、高血脂、高血糖、高碘营养

状态可能是甲状腺结节相关风险因素 

 
 

PU-0447 

高龄老年男性住院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握力的相关性研究 

 
陈玲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显示甲状腺激素水平与骨骼肌功能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高龄老年男性住院人群中

通过横断面研究探讨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握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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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自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老年病科住院的 65 岁以上 106 例男

性患者进行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空腹采血检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甲

状腺激素水平。根据甲状腺激素水平诊断患者是否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采用香山电子握力器 

(CAMRY，CH101，广东香山衡器集团) 测量握力，根据亚洲肌少症工作组（AWGS) 标准，将握

力<26kg 定义为握力下降。 

结果  1）该人群平均年龄 83.30±7.77 岁，平均握力 25.66±7.42kg；握力下降总患病率为 51.8%；

甲状腺激素水平正常者共 91 例，甲亢 0 例，甲减 7 例(口服优甲乐补充治疗)，亚临床甲减 8 例。

2）按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水平由低到高四分位分组，结果显示第三分位组患者的握力水平最高

(23.45±6.70, 25.51±5.58, 30.69±6.88, 24.64±6.09, P=0.003)，握力下降的患病率最低 (70.8%, 

42.9%, 10.5%, 63.6%, P<0.001)，FT4 与握力呈倒 V 曲线关系。 

2）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 FT4 最低分位组相比，第三分位组发生握力下降风险增加，OR 值

为 0.048 (95%CI 0.009-0.268)，P=0.001；在校正了年龄、体重指数(BMI)、高密度脂蛋白(HDL-

C)、血压、白蛋白、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因素后，握力下降的患病风险仍增加，OR 值为 0.048 

(95%CI 0.003-0.788),P=0.033。 

结论  在高龄老年男性住院患者中，保持特定范围的 FT4 水平，有助于维持骨骼肌功能。 

 
 

PU-0448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对 Graves 病药物治疗疗效影响对分析 

 
任高飞,马晓君,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对初发 Graves 病患者药物治疗的影响。 

方法  对门诊就诊的初发 Graves 病并选择抗甲状腺药物（ATD）治疗的患者进行前瞻性随访观

察，统计年龄、性别，初诊时检测 FT3、FT4、TSH、TPOAb、TGAb、TRAb，以后每月定期门

诊复查检测 FT3、FT4、TSH，至 TSH 恢复正常。观察 TPOAb 阳性组与 TPOAb 阴性组之间各指

标的差异，分析各因素与 TSH 恢复正常所需时间的相关性。采用 t 检验、卡方分析和单因素相关

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TSH 水平已恢复正常患者共 103 例，男性 26 例，女性 77 例。TPOAb 阳性组（64 例）与阴

性组（39 例）之间，在年龄、性别、初诊时 FT3、FT4 及 TSH 水平和 TGAb、TRAb 水平上无统

计学差异；两组在 TSH 恢复正常所需时间上有统计学差异，TPOAb 阳性组 TSH 恢复正常所需时

间为（5.03±2.89）个月，高于 TPOAb 阴性组的（2.09±2.23）个月（ t=5.439，P<0.001）。

TGAb 阳性组与阴性组比较，各指标均未见统计学差异。各因素与 TSH 恢复正常所需时间进行单

因素相关分析，仅血清 TPOAb 水平与 TSH 恢复正常所需时间有相关性（r=0.551，P<0.001）。 

结论  TPOAb 阳性的 Graves 病患者药物治疗时，TSH 恢复正常需要更长时间。 

 
 

PU-0449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中 TSHR 基因的突变研究 

 
方娅,孙凤,张昌润,宋怀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一种以智力受损及生长发育迟缓为特征的常见新生儿内分泌代谢

紊乱疾病，发病率在中国新生儿人群中约 1:2000-1:3000，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有研究表明

先甲的发生与促甲状腺素受体（TSHR）基因的突变有关。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中国先天性甲状

腺功能减退患者 TSHR 基因突变的特点及遗传模式，为先甲的基因诊断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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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184 名原发性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并提取其外周血 DNA，利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

TSHR 基因的深度靶向测序，sanger 测序验证结果。构建 TSHR-pEGFP-N2 的野生型及突变型质

粒，分别转染 293T 细胞后：梯度浓度的 bTSH 刺激转染后的 293T 细胞一小时，收取细胞裂解

液，R&D cAMP 试剂盒检测转染细胞内 cAMP 的表达变化反映突变点是否导致 TSHR 的功能丧失;

利用共聚焦成像技术观察 TSH 受体在细胞内的分布是否受到影响。 

结果  11 名患者（5.98%）携带 TSHR 基因的 13 个点突变，其中 R450H 为热点突变，N372T, 

S716G 和 S567R 为本次研究新发现的突变点。功能研究发现与转染 WT 组的 293T 细胞相比，携

带 TSHR 基因的 G132R, I216T, S567R, N372T, R450H 位点突变的 293T 细胞内 cAMP 产生量减

少; 共聚焦成像发现，转染突变型与野生型 TSHR-pEGFP-N2 质粒的 293T 细胞，TSHR 在胞浆与

胞膜上均有分布，两者分布无显著差异。 

结论  我们在中国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中发现了三个新的 TSHR 突变位点（N372T, 

S716G, S567R），并明确了 G132R, I216T, R450H, S567R, N372T 为功能丧失性突变，影响

TSHR 下游 cAMP 的生成。而 A275T, R528S 及 S716G 的突变对 TSHR 接受 TSH 刺激产生

cAMP 的功能并没有影响。我们研究中的八个位点均不影响 TSHR 在细胞浆内的表达和细胞膜上的

定位。 

 
 

PU-0450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与外周血管相关性研究 

 
林翔宇,郑宏庭,童强,王慧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与外周血管狭窄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500 位住院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记录入选者年龄、

病程、性别等一般资料，入院后抽取静脉血送本院检验科，行甲功、甲状腺相关抗体、血脂、肾功

等相关生化检查及四肢多普勒血流图等辅助检查。 

结果  500 名患者共 123 名 ABI 提示可疑狭窄（ABI 指数 0.9-1），患者中男性 53 名，女性 70

名。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年龄、性别、血脂、肾功与 ABI 降低无明显统计学意义，FT4 与 ABI 降低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甲状腺激素升高是外周血管狭窄的危险因素。可能与甲状腺激素水平提

高了血管叫交感神经活动的敏感性，导致动脉血管病例改变有关。 

 
 

PU-0451 

左甲状腺素钠治疗老年亚临床甲减患者的临床获益 

 
朱晖,梅齐建,肖鸣 

长江航运总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CH）患者应用左旋甲状腺素钠片治疗后，对其血脂以

及认知障碍的影响 

方法  60 例老年 SCH 患者，随机数字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试验组给予左甲状腺素钠

片治疗，对照组给予安慰剂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 8 周后试验组 TSH、FT3、FT4 的指标分别为 5.2±1.3mIU/L、3.5±1.6pmol/L，

11.2±4.6pmol/L。对照组分别为 10.4±3.5mIU/L、1.5±0.6pmol/L，5.2±1.1pmol/L,；对照组 TSH 指

标显著低于试验组，FT3、FT4 指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试验组总

胆 固 醇 以 及 甘 油 三 酯 指 标 分 别 为 3.8±0.7mmol/L ， 1.5±0.2mmol/L ， 对 照 组 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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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6mmol/L，2.0±0.3mmol/L；试验组 TC、TG 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试验组 MMSE 评分为 20.4±5.6；试验组为 18.2±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亚临床甲减的老年患者使用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可使患者的血脂代谢状态以及认知功能状

态均得以改善，使患者临床获益。 

 
 

PU-0452 

妊娠女性孕早期甲状腺功能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对妊娠母体和胎儿并发症的影响：北京地区的回顾性分析 

 
张杨,孙伟杰,高莹,黄有媛,杨慧霞,张俊清,郭晓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甲状腺功能异常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阳性在育龄期女性常见，与不良妊娠并

发症相关。妊娠早期轻度 TSH 升高（2.5mU/L 至妊娠特异性参考值上限）联合甲状腺自身免疫异

常对妊娠并发症的影响结论不一致。本研究拟探讨孕早期促甲状腺素（TSH）水平联合 TPOAb 分

组对妊娠母体和胎儿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建档、规律随访并分娩单胎的妊娠

女性 5981 例，筛选其中孕早期（≤12 周）曾在我院筛查 TSH，游离甲状腺素（FT4）和 TPOAb，

孕期未予左旋甲状腺素或抗甲状腺药物干预的 3549 例孕妇进行分析。根据 TSH 水平（孕早期

TSH 0.23-4.08 mU/L）和 TPOAb（>34 IU/mL 为阳性）分为四组：组 1：4.08<TSH<10 mU/L，

TPOAb（+/-）（n=52）；组 2：2.5≤TSH≤4.08 mU/L 且 TPOAb（+）（n=52）；组 3：

2.5≤TSH≤4.08 mU/L 且 TPOAb（-）（n=535）和组 4：0.1≤TSH< 2.5 mU/L 组，TPOAb（+/-）

（n=2910）。比较各组妊娠母体和胎儿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结果  母体并发症：胎盘早剥及羊水过少的风险在四组间存在差异，与组 4 相比，组 1 胎盘早剥风

险增加[OR 16.81 (95% 可信区间（CI） 3.28-86.24), P=0.001]；组 2 羊水过少风险显著增加[OR 

5.04 (95% CI 1.47-17.34), P=0.01]。组 2 和 3、组 3 和 4 在妊娠母体并发症风险中均无差异（P

均>0.05）。妊娠胎儿并发症：胎儿窘迫和复合胎儿并发症在四组间存在差异，与组 4 相比，组 2

胎儿窘迫和复合胎儿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均显著升高[OR 2.03 (95% CI 1.15-3.57), P=0.014]，[OR 

2.22 (95% CI 1.27-3.88), P=0.005]；组 2 胎儿窘迫[OR 1.96 (95% CI 1.09-3.54), P=0.025]和复合

胎儿并发症[OR 2.12 (95% CI 1.19-3.79), P=0.011]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组 3，组 3 和 4 在任一胎儿

并发症和复合胎儿并发症风险均无差异。 

结论  妊娠早期 TSH 水平轻度升高（2.5mU/L 至妊娠特异性参考值上限）联合 TPOAb 阳性与 TSH 

0.1-2.5mU/L（TPOAb 阳性或阴性）相比可能提示更多妊娠母体和胎儿的并发症风险。 

 
 

PU-0453 

甲巯咪唑与丙硫氧嘧啶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 

血清谷丙转氨酶、胆红素水平及肝损伤发生率的影响 

 
刘东海,王玲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探讨甲巯咪唑与丙硫氧嘧啶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血清谷丙转氨酶、胆红素水平及肝损伤

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应用医学研究对比法，对我院 2012 年 8 月-2016 年 8 月就诊的 64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

的临床资料进行查证分析，对照组 30 例患者应用丙硫氧嘧啶治疗，研究组 34 例应用甲巯咪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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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应用 PEMS3.1 软件对两组所有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观察和比对两组临床疗效和血清谷丙

转氨酶、胆红素水平及肝损伤发生率的影响。 

结果  研究组肝损伤发生率 10.00%（3/30）明显低于对照组肝损伤发生率 26.47%（9/34），两组

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在血清谷丙转氨酶、胆红素水平上明显低于对照

组，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巯咪唑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临床疗效确切，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且能够降低血清

学指标，并减少肝损伤的发生率，在临床使用中，做好应用药物的早期定期监测，对临床合理用

药，安全用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454 

甲亢危象诊断急救护理 

 
喻竹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甲亢危象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严重并发症，可危及生命。 

方法  甲亢危象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临床诊断和急救护理等方面进行综述 

结果  甲亢危象患者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结论  全面的急救护理密切关系着患者的病情发展和预后，在甲亢危象的治疗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PU-0455 

40-65 岁女性绝经前后雌激素 

与甲状腺功能、糖脂代谢的相关性研究 

 
宋艳,汤玮,闾倩,李拓,石勇铨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女性进入绝经期，卵巢功能迅速减退，体内激素水平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进而影响代谢水

平，本研究目的是了解 40-65 岁成年女性绝经前后甲状腺功能、糖脂代谢的变化，探讨雌激素与甲

状腺功能、糖脂代谢的关系。 

方法  选取 STONE 研究中 40-65 岁成年女性 984 例，其中绝经后 529 例，绝经前 455 例，取受试

者空腹静脉血，检测雌二醇（E2）、促甲状腺素（TSH）、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腺

原氨酸（FT3）、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绝经前后甲状腺功能及糖脂代谢水平的变化，Perason

相关分析及线性回归计算其相关性。 

结果  1. 绝经后亚临床甲减及甲减发病率为 13%，绝经前发病率为 1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绝经后的 TSH、FT3、FT4 均较绝经前明显升高（P＜0.05）；2.绝经后的 TC、TG、

LDL-C、FPG、HbA1C 较绝经前显著升高（P＜0.05），而 HDL-C、HOMA-IR 无明显差别；3.采

用 Perason 相关分析得出 E2 与 TC、TG、LDL-C、FPG、HbA1C 有相关性，但是与 TSH、

FT3、FT4 无相关性；4.线性回归分析显示，TC、LDL-C 与 E2、TSH、HbA1C 相关，TG 与 E2、

FT3、FT4、FPG 相关；FPG、HbA1C 与 E2、FT4、TG 相关。 

结论  在 40-65 岁成年女性人群中，绝经后比绝经前易出现亚临床甲减、血脂及血糖升高，血脂、

血糖水平均与雌二醇、甲状腺功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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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6 

子宫球蛋白相关蛋白 1 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中的作用初探 

 
周正,左春林,宋怀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我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通过对 Graves 病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了子宫球蛋白相关

蛋白 1(Uteroglobin-related protein 1,UGRP1)基因，是一个新的 Graves 病易感基因，已有的文献

也提示其参与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但 UGRP1 如何参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s,AITD）的发生发展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旨在初步探讨 UGRP1 在 AITD 发病

中的作用。 

方法  1.通过石蜡包埋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 UGRP1 在 AITD 中的表达情况。2.通过收集手术的

AITD 患者的甲状腺组织，将有 UGRP1 阳性表达的组织消化为单细胞悬液，磁珠分选去除淋巴细

胞后，通过 C1 单细胞芯片捕获单细胞并反转录为 cDNA。将 cDNA 产物通过预扩增及 qPCR 鉴定

Tg 及 UGRP1 等基因的表达，并细胞分为 UGRP1 阳性表达和阴性表达两类。后续实验将会通过

单细胞测序及功能实验研究 UGRP1 在 AIT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结果  1.UGRP1 在部分在 293 例桥本甲状腺炎患者甲状腺组织中，有 88%的病人 UGRP1 表达明

显阳性；在 198 例 Graves 病患者的甲状腺组织中，有 25%的患者 UGRP1 蛋白表达阳性；但在正

常人和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甲状腺组织中表达均为阴性；且 UGRP1 阳性程度与淋巴细胞

浸润呈正相关。2.收集的 2 例桥本甲状腺炎患者的甲状腺组织，通过 C1 系统捕获单细胞，qPCR

均检测到 UGRP1 阳性表达和阴性表达两类细胞，并制备了单细胞 cDNA 文库。 

结论  1.UGRP1 阳性的甲亢可能更接近桥本氏甲亢的特点，UGRP1 阳性表达的 GD 可能是是一种

新的甲亢亚类；2.在单细胞水平证实了 AITD 患者的甲状腺组织中的确存在两类不同的甲状腺细

胞，为进一步深入研究 UGRP1 在 AIT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PU-0457 

奈韦拉平通过激活 TSHR-cAMP-PAX8-NIS 通路 

改善失分化甲状腺癌摄碘功能 

 
尚红霞,廖琳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旨在通过体内外实验探究奈韦拉平对失分化甲状腺癌摄碘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1.细胞实验：通过 CCK-8 实验筛选最佳奈韦拉平浓度；通过 125 碘摄取实验验证奈韦拉平对

摄碘功能的影响；通过 PCR、western 及免疫荧光共聚焦实验验证奈韦拉平对摄碘相关基因 NIS

表达情况的影响并对可能机制（TSHR-cAMP-PAX8-NIS 通路）进行初探；构建慢病毒干预 PAX8

表达，给予 SQ22636 抑制 cAMP 表达，验证奈韦拉平改善摄碘功能的机制； 

3. 动物实验：构建失分化甲状腺癌裸鼠皮下成瘤模型，给予奈韦拉平灌胃处理，观察裸鼠体重、肿

瘤大小；通过 131 碘摄取实验体内验证奈韦拉平对摄碘功能的影响；通过免疫组化实验验证 NIS、

PAX8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奈韦拉平可以改善失分化甲状腺癌细胞摄碘功能； 

2. 奈韦拉平通过激活 TSHR-cAMP-PAX8-NIS 通路激活而改善失分化甲状腺癌摄碘功能。 

结论  奈韦拉平通过激活 TSHR-cAMP-PAX8-NIS 通路改善碘抵抗失分化甲状腺癌摄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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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8 

转录因子 TBX1 在甲状腺癌发生及发展中的作用 

 
王娜,侯鹏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其中最

常见的是乳头状甲状腺癌(PTC)，其次是滤泡状甲状腺癌(FTC)，发病率最低的是未分化甲状腺癌

(ATC)。甲状腺髓样癌(MTC)来自滤泡旁 C 细胞，约占甲状腺癌的 3%。TBX1 是转录因子 TBX 家

族成员之一，是人类先天性疾病 22q11.2 微缺失综合症的重要候选基因。文献报道 TBX1 在老鼠皮

肤癌的发展过程中发挥抑癌作用。但其在人类甲状腺癌中的作用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目的是为了

明确 TBX1 在甲状腺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作用。 

方法  通过定量 RT-PCR 的方法，检测 TBX1 基因于 17 对甲状腺癌组织及配对癌旁组织 mRNA 水

平表达情况，同时通过甲基化特异性 PCR 的方法检测 TBX1 于甲状腺癌石蜡包埋组织及甲状腺癌

细胞系中 TBX1 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应用去甲基化试剂 5-AZA 及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SAHA 处理甲状腺癌细胞系并观察 TBX1 表达恢复的情况。在细胞水平阐明 TBX1 基因表达上调对

甲状腺癌细胞系生物学功能的影响。我们于低表达 TBX1 基因的 PTC 细胞系 BCPAP、K1，FTC

细胞系 FTC133 中过表达 TBX1，观察 TBX1 表达上调后对甲状腺癌各种类型细胞系恶性行为，包

括细胞增殖、克隆形成、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细胞侵袭、细胞迁移、及裸鼠体内成瘤实验等，阐

明 TBX1 基因的生物学功能。 

结果  TBX1 在甲状腺癌组织和细胞系中受到启动子区甲基化的调控而表达明显下调。利用去甲基

化试剂（5-AZA）和组蛋白去乙酰化试剂（SAHA）处理甲状腺癌细胞系后，大部分细胞系 TBX1

表达不同程度恢复。构建 TBX1 过表达体系，恢复 TBX1 表达可以在体内外水平明显抑制甲状腺癌

细胞的增殖，克隆形成，诱导细胞凋亡，诱导 G2/M 期阻滞。同时体外实验也证明 TBX1 恢复表达

通过抑制上皮-间质转化（EMT）过程和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侵

袭和转移。深入的机制研究证明 TBX1 通过抑制甲状腺癌中非常重要的两条信号通路 PI3K/Akt 和

RAS/RAF/MEK/ERK (MAPK) 通路从而发挥抑制肿瘤的作用。 

结论  TBX1 的表达在甲状腺癌中受启动子区甲基化调控而表达下调，恢复 TBX1 表达明显抑制甲

状腺癌细胞的恶性行为，其在甲状腺癌中通过抑制 PI3K/Akt 和 MAPK 通路从而发挥抑癌作用。 

 
 

PU-0459 

1 例以症状性癫痫为主要表现的桥本脑病报道及文献复习 

 
胡艳云,林毅,顾鸣宇,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1 例以症状性癫痫为主要表现的桥本脑病患者临床资料，复习该病的多样化临床表现及

诊疗进展，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整理该例桥本脑病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及总结。病史特点：1).女性患者，60 岁，

因“怕热纳亢 2 年余，发作性精神行为异常 5 月”入院。2 年来患者先后出现怕热、纳亢、体重减

轻、视物模糊、双眼畏光流泪、眼睑增厚及双下肢水肿、气促症状，5 月前行 131I 同位素治疗，继

而先后 3 次出现出现认知障碍，予强的松、醒脑静等对症治疗后可缓解。2）入院查体：皮肤温暖

潮湿，右眼突出，睑裂增宽，辐辏反射减退，Mobius 征阳性。甲状腺 II 度肿大，质韧，双叶上极

可闻及血管杂音，双手平举有细颤。双下肢胫前水肿伴色素沉着。神经系统查体：认知功能减退，

对答不切题。3)诊疗经过：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甲状腺功能正常，TgAb，TPOAb 及 TRAb

显著升高，中性粒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空腹及餐后 2 小时血糖偏高。头颅磁共振提示：双

眼球突出，双侧下直肌，外直肌增粗，符合甲状腺相关性眼病表现，余未见异常。入院后第 3 天出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366 

 

现认知功障碍逐渐加重，不能对答，定向力，命名能力丧失。24 小时脑电图提示多量短阵 δ 波、σ

波、尖波、尖慢波，前部最明显。行腰椎穿刺，脑脊液生化、细胞学未见异常，查 TgAb，TPOAb

及 TRAb 显著升高，余神经免疫相关抗体阴性。 

结果  考虑患者桥本脑病可能，且合并甲状腺相关性眼病，予甲强龙 520mg qd 静滴共 3 天，患者

认知功能逐渐好转，3 天后简易神经认知量表评估提示患者认知功能较入院时好转。 

结论  桥本脑病是一种少见的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相关的脑病，由于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

为精神异常、卒中、癫痫发作等，起病或急或慢，症状可不典型。其共同特点是血及脑脊液中甲状

腺相关抗体水平明显升高，激素治疗效果显著，但部分患者可出现病情反复。虽然对于桥本脑病的

诊断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但临床上应提高对本病的认识，以期早诊断，早治疗，提高患者预后。 

 
 

PU-0460 

硒补充治疗对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桥本甲状腺炎患者的疗效探究 

 
雷涛 1,冼秋花 1,2,汪红平 1,徐碧林 1,刘鑫晔 1 

1.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上海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补硒治疗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 thyroiditis，HT)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内分泌科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门诊诊疗的 120 例

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桥本甲状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在给予硒酵母治疗前及治疗后不同疗程（12

周、24 周、48 周）测定血清中甲状腺功能指标及相关抗体浓度主要包括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抗体(TPOAb)。并比较患者硒酵母干预前及干预后不同疗程中 FT3、FT4、TSH、TGAb、TPOAb

血清浓度的动态变化。 

结果  （1）与硒酵母治疗前相比，治疗不同疗程后（12 周、24 周、48 周）患者血清 TPOAb 水平

明显下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且随着治疗疗程的延长，血清 TPOAb 滴度下降越明

显。统计 12 周、24 周、48 周 TPOAb 滴度，其下降百分比分别为 5.37%、10.16%、11.32%，治

疗后 12 周、24 周 TPOAb 滴度均呈等比例下降约为 5%（5.37%、5.07%），治疗后第 24 周与 48

周 TPOAb 滴度下降差值不明显约为 1.29%； 

（2）与硒酵母治疗前相比，治疗不同疗程后（12 周、24 周、48 周），患者血清 TGAb 浓度均有

不同程度降低，且在治疗后 24 周、48 周 TGAb 浓度较基线水平有显著下降，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统计 12 周、24 周、48 周 TPOAb 滴度，其下降百分比分别为 2.29%、4.45%、8.64%，且

在治疗的 24-48 周期间，其下降幅度最大 4.38%，治疗的 0-12 周，12-24 周 TGAb 浓度下降百分

比均约为 2.2%； 

（3）治疗前后 FT3、FT4 水平与治疗前相比均无明显差异，但整体呈上升趋势，血清 TSH 浓度波

动相对较大，尤其在治疗 24 周-48 周期间。 

（4）在 0 周-12 周时间区间，血清 FT4浓度升高幅度最大（3.60%），而同一时间区间 TPOAb 滴

度下降幅度最大（5.37%）。 

结论  （1）硒补充治疗能够有效地降低 HT 患者体内 TGAb、TPOAb 浓度，且与治疗疗程呈正相

关；（2）硒补充治疗对血清 FT3、FT4、TSH 无明显影响；（3）硒补充治疗期间，血清 FT4 最大

升高幅值和 TPOAb 滴度最大下降幅值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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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1 

一项关于碘营养水平对 Graves 病人抗甲状腺药物 

治疗疗效的影响的系统评价 

 
徐师师,童南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饮食性碘摄入过量会影响抗甲状腺药物（ATD）治疗 Graves 病的疗效，并增加

甲亢的复发风险，因而推荐 Graves 病人限制碘的摄入。然而其他研究却发现，碘限制的 Graves

病人药物治疗后甲亢的复发风险增加。因此，本研究将就碘营养水平对 Graves 病人 ATD 治疗疗效

的影响做一个系统回顾，以帮助制定最佳的碘摄入策略。 

方法  系统检索 Cochrane、Medline、Embase、中国期刊全文、中国生物医学文献、万方和维普

等数据库，符合以下标准的研究将被纳入：1）以不同的碘营养摄入水平设置分组，如以加碘盐或

者富含碘的食物作为碘补充，以非加碘盐、低碘饮食或无碘饮食限制碘摄入，或设置不同碘营养水

平的地区分组；2）包含 ATD 治疗 Graves 病后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缓解、甲状腺肿大的改变、甲状

腺自身抗体水平的变化、甲亢复发率等结局指标。由于这些结局指标的评价手段在各个研究间的异

质性较大，因此无法合并数据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检索出 4793 篇文献，最终 9 个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其中六个研究设置了加碘盐组（AIS）和

非加碘盐组（NIS），两个研究设置了不同碘营养地区分组，一个研究通过尿碘浓度设置分组。不

同碘营养水平对以下结局指标的影响：1）甲状腺激素水平缓解：两个研究发现，ATD 治疗初期碘

限制的 Graves 病人表现出更快的甲功缓解和更低的 ATD 维持剂量，但同时这也增加了 ATD 治疗

后甲减的风险。某一研究发现，碘过量地区的 Graves 病人 ATD 治疗甲功缓解所需时间更长，维持

缓解 ATD 所需剂量更大。另四个研究发现，NIS 和 AIS 组 ATD 治疗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并无显著区

别。2）甲状腺肿大：三个研究发现 NIS 和 AIS 组治疗后甲状腺肿无明显区别。但某一研究发现，

相比 NIS 组，AIS 组在 ATD 治疗后甲状腺肿加重。3）甲状腺自身抗体水平：一个研究发现碘过量

地区的 Graves 病人自身抗体滴度更高。另一研究显示，AIS 组在 ATD 治疗后 TRAb 抗体滴度明显

更低。另三个研究发现 NIS 和 AIS 组 ATD 治疗前后自身抗体水平并无区别。4）甲亢复发率：一

个研究发现碘过量组甲亢复发率无增加。另一研究显示 AIS 组 ATD 治疗后 5 年复发率更高。但一

研究发现 NIS 组 ATD 治疗复发率更低。 

结论  各个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可能与加碘盐中碘含量的不同有关。总之，碘过量和碘缺乏都会降

低 ATD 治疗的疗效。因此，推荐 Graves 病人维持适宜的饮食性碘摄入水平。 

 
 

PU-0462 

高胆固醇血症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赵军玉 1,姚金铭 1,董建军 2,廖琳 1 

1.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甲状腺癌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癌症之一。目

前已知的甲状腺癌患病的高危因素多不可干预。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甲状腺癌还存在着其他可干

预的危险因素，如胰岛素抵抗、糖尿病、肥胖等。而高胆固醇血症是否是甲状腺癌患病的高危因

素，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高胆固醇血症与分化型甲状腺癌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3-2017 年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行甲状腺手术的患者 2491 例，其中经病理证

实为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1291 例，甲状腺良性结节患者 1200 例。收集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

别、年龄、种族、身高、体重、吸烟史、饮酒史）、病史和临床血液学检查结果。采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高胆固醇血症与分化型甲状腺癌的关系。同时，根据年龄、性别、尿酸、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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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甘油三酯、空腹血糖、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刺激激素、高血压进行交互作用和分层

分析。此外，通过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进一步分析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HDL-C/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LDL-C/TC）与分化型甲状腺癌患病风险之间的关系。 

结果  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甲状腺癌患病风险为非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的 2.67 倍（OR=2.67，95%CI=1.13-6.31），血清总胆固醇水平每升高 1 mmol/L，分化型甲状腺

癌的患病风险增加 52%。同时，高胆固醇血症与分化型甲状腺癌患病风险之间没有相互作用，说

明高胆固醇血症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当 HDL-C/TC 小于 0.21 时，HDL-C/TC

每升高 0.01，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患病风险降低 43%；当 HDL-C/TC 大于 0.21 时，分化型甲状腺癌

的患病风险与 HDL-C/TC 水平无明显相关。此外，HDL-C/TC 大于 0.21 时 DTC 的患病风险，比

HDL-C/TC 小于 0.21 时 DTC 的患病风险低 64%。 

结论  综上所述，在中国人群中，高胆固醇血症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 HDL-

C/TC 起主要作用。然而，降低总胆固醇水平，尤其是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否能够减少甲状

腺癌的患病风险，仍需要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 

 
 

PU-0463 

颈前区肿痛伴发热一例 

 
于利平,王成元,帅瑛,陈剑,朱海清,张金苹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的认识，及时将其与亚急性甲状腺炎、甲状腺恶性肿瘤

等相鉴别；并探讨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的治疗方法。 

方法  分析一“发热、颈前区肿痛 1 个月余”的病例，从诱因、症状、体征、病程进展、化验检查、

甲状腺超声、治疗等方面介绍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的特点。 

结果  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颈前区肿痛，病程中反复高热，非甾体类药物及抗生素治疗效果均欠

佳。患者颈前区肿物逐渐增大，并逐渐出现局部破溃、流脓；甲状腺超声早期示混合回声包块，后

期示甲状腺内液性暗区形成。经手术将肿物切开引流，清除坏死组织，抗感染等治疗后，患者病情

好转。 

结论  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与亚急性甲状腺炎早期鉴别较困难，当给予非甾体类抗炎药治疗效果欠

佳，且超声非亚急性甲状腺炎典型表现时，应警惕化脓性甲状腺炎可能。病程中如出现临床症状及

体征均不易鉴别两者时，超声检查可有助于二者鉴别，必要时行细针穿刺病理检查。脓肿形成后，

切开引流并抗感染治疗可帮助控制病情，但一旦颈部 CT 提示脓肿较大，可能侵犯周围神经及血管

时，一定要及时手术清除感染灶，以免造成脓肿侵袭血管造成大出血危及患者生命。因此，对于急

性化脓性甲状腺炎的治疗，是单纯切开引流抗感染，还是手术治疗应视感染灶大小及是否累及周围

血管神经而定，临床医生应时刻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PU-0464 

垂体 TSH 瘤并甲亢突眼一例 

 
黄凤姣,郭小青,栗夏莲,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TSH 瘤是来源于垂体促甲状腺细胞的肿瘤，发病率极低，约为百万分之一，早期易被误诊为

“Graves 病”，且与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RTH）难以鉴别，需予以重视。 

方法  本研究分享一例垂体 TSH 瘤并甲亢突眼的患者，对其病史、临床特点、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

进行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369 

 

结果  青年男性，30 岁，因“眼球突出 10 年，易饥多食、手抖 8 年”入院。10 年前发现眼球突出，

伴眼睑闭合不全，无畏光、流泪、眼睑肿胀，未诊治。8 年前出现易饥多食、手抖，伴心悸、乏

力、怕热、大便次数增加（3-6 次/天），于外院查甲状腺功能示：FT3、FT4 偏高，TSH 不详，诊

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行“双侧甲状腺部分切除术”，症状较前缓解，后给予抗甲状腺药物应用。4

年前因甲亢控制不良再次行“双侧甲状腺部分切除术”，术后 FT3、FT4 较前下降，TSH 不详。收入

我院后行甲状腺功能检查示 FT3 5.18pmol/L(3.28-6.47)、FT4 14.50pmol/L(7.9-18.4)、TSH 

10.62µIU/mL(0.34-5.6)，性激素六项无异常。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超声：残余甲状腺弥漫性回声改

变，甲状腺双侧叶多发囊性回声。垂体 MRI 示：鞍区占位，考虑为垂体瘤（鞍区可见明显不均匀

强化影，大小约为 14mm×19mm×17mm，视交叉受压上抬）。奥曲肽显像示鞍内软组织结节奥曲

肽显像阳性。行奥曲肽抑制实验，血清 TSH 可被抑制 72.8%。遂于我院行“经鼻蝶鞍区占位切除

术”，术中显微镜下切除肿瘤，术后病理诊断：（鞍区）垂体腺瘤。术后规律随访示甲状腺功能正

常，临床无甲亢等内分泌异常症状。术后 1 年余复查 MRI 示垂体瘤术后改变，垂体柄尚居中，未

见明显不均匀强化，视交叉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  TSH 瘤作为罕见的垂体瘤，甲状腺功能示血清 FT3及 FT4升高而 TSH 不被抑制，且伴随甲

状腺功能亢进的临床表现，早期易被误诊为“Graves 病”，给予抗甲状腺药物或手术治疗不仅不能使

甲亢得到控制，反而可能促进垂体瘤的进展。此外，目前尚无单一方法可以鉴别 TSH 瘤与 RTH，

只有联合多项检查才能明确鉴别。因此，临床医师需充分认识 TSH 瘤，从而提高诊治水平，给予

患者及时准确的治疗。 

 
 

PU-0465 

超声测量下的甲状腺结节直径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相关性研究 

 
陈静,汤雅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安贞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测量下甲状腺结节直径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因甲状腺结节手术的 389 例患者，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 170 例，甲状腺良

性结节者 219 例。分析比较两组的临床资料；依据甲状腺结节直径（≤1 厘米、＞1 且≤2 厘米、＞2

且≤3 厘米、＞3 且≤4 厘米、＞4 厘米）分组，比较各组间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生率和淋巴结转移

率。 

结果  （1）甲状腺乳头状癌和良性结节两组在年龄、促甲状腺激素（TSH）、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抗体（TPO-Ab）和 C 反应蛋白（CRP）的差异有显著性（P 值分别为 0.000、0.003、0.001 和

0.023）。（2）直径≤1 厘米、＞1 且≤2 厘米、＞2 且≤3 厘米、＞3 且≤4 厘米、＞4 厘米各组间乳

头状癌的发生率分别是 72.5%、52.5%、29.7%、16.1%、2.4%，P＜0.05。（3）在乳头状癌患者

中，直径≤1 厘米和直径＞1 厘米的淋巴结转移率分别是 29.9%和 45.8%(P=0.032)。（4）Logistic

回归显示 TSH、年龄和结节直径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独立危险因素（P 值分别为 0.009、0.001 和

0.000）。 

结论  甲状腺乳头状癌风险随甲状腺结节直径的增加而减小。甲状腺乳头状癌发生淋巴结转移的风

险随其直径增大而增加。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370 

 

PU-0466 

糖皮质激素治疗内分泌病症的临床分析 

 
张盈妍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糖皮质激素在治疗内分泌病症过程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32 例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内分泌病症患者作为实验研究的对象 , 由于内分泌疾病的种类较多 , 

根据不同病症的不同类型运用不同的糖皮质激素种类和剂量实施治疗。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本组 32 例患者中 20 例肾上腺疾病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发生明显的变化 , 患者肤色色素逐渐

的变浅 ；20 例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甲状腺疼痛情况消失 , 甲状腺肿大有变软和缩小的情况。所有患

者的胰管狭窄的情况均得到一定的改善 , 胰腺肿胀的情况消失 , 患者的糖含量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内 

结论  在对内分泌病症患者实施治疗的过程中 , 根据患者的不同疾病类型选择合适的糖皮质激素进

行代替治疗可以提高临床治疗的有效性 , 改善患者的临床 

症状以及体征 , 具有显著的抗炎性以及抑制免疫作用 , 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PU-0467 

一例儿童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病例报道并文献回顾 

 
黄颖,赵立,王育璠,彭永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例儿童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AST）的病例报道及系列文献复习，以提高对此类疾

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对我科联合诊治的一例儿童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患者进行详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相关辅

助检查，明确诊断及治疗方案，通过 medline 检索文献，对相关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病史特点：患者，女，6 岁，因“发现颈部包块伴疼痛 1 周，发热 3 天”入院。（2）体格

检查：左侧甲状腺 II°肿大，质硬，压痛阳性。（3） 辅助检查：血常规：WBC:11.49×109/L，

N:7.77×109/L ， CRP:20.5mg/L ， 甲 状 腺 功 能 ： FT3 ： 6.22pmol/L, FT4 ： 20.93pmol/L ，

TSH:3.45IU/ml，TG:500ng/ml，TRAb、TGAb、TPOAb 正常范围， ESR:75mm/h，B 超：甲状腺

左叶片状低回声区。甲状腺静态显像：甲状腺摄锝功能普遍减低，左叶为著。甲状腺吸碘率：2h：

11.3%  24h：25.6%。甲状腺增强 CT：甲状腺密度欠均匀，左叶结节，前下缘局部破溃可能，局

部见软组织影前上延伸至左梨状窝水平，气管轻度移位。甲状腺细针穿刺：见多量中性粒细胞、甲

状腺上皮细胞及少量纤维细胞，考虑为甲状腺急性化脓性炎。（4）诊治经过：予以优立新、希舒

美抗感染及对症治疗，患儿颈部疼痛较前明显好转，3-4 月后随访患者甲状腺 B 超正常，无复发。

（5）文献复习：①AST 是一种少见的疾病,多见于儿童,症状不典型者易误诊； ②起源于第 4 腮囊

左侧梨状窝瘘是诱发小儿 AST 的主要原因之一；③AST 患儿甲状腺功能检测多在正常范围内，甲

状腺细针穿刺有助明确诊断；④诊断明确后应积极抗感染治疗，疗程至少 2-3 周，必要时需行脓肿

切开引流。 

结论  临床上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较少见，需与亚急性甲状腺炎等疾病加以鉴别，对起病较急的颈

前包块，尤其发生在左侧且起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病史的患儿应疑为 AST，警惕梨状窝痿的存在，

避免误诊，延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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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8 

循证护理对甲亢患者情绪及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董波萍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对甲亢患者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间收治的甲亢患者 94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

（n=47）及对照组（n=47）。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循证护理，对比两组

患者 SAS、SDS 评分及生活质量。 

结果  经过干预研究组 SAS、SDS 评分均要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要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在甲亢患者治疗过程中通过实施循证护理可改善其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 

 
 

PU-0469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基因突变导致先天性甲减的病例报告 

及突变后蛋白的功能分析 

 
赵得发,单忠艳,李静,党萍萍,肖伟伟,王冉冉,梁越,王威,张丹,滕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甲状腺过氧化物酶基因（TPO）突变（c.C1993T、c.T2473C）患者及其直系亲属的情

况并对突变后蛋白的表达、功能变化进行研究。 

方法  对患者及患者父母进行病史采集、体检、化验、影像学检查、DNA 测序；构建与测序中发现

的 TPO 基因突变位点一致的突变质粒、以野生型 TPO 基因质粒和空白质粒为对照，在中华仓鼠卵

巢细胞（CHO）中进行转染后分析突变蛋白的表达、定位、过氧化物酶活性变化及对 CHO 细胞的

凋亡、自噬的影响。 

结果  1.患者自小有严重的先天性甲减，测序发现 TPO 基因存在 c.C1993T、c.T2473C 两个点突

变，而患者的父母都只存在一个点突变且无甲减表现。2.在转染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野生型相

比，C1993T 和 T2473C 突变后的蛋白表达量都明显下降、过氧化物酶活性都明显减低；但突变后

蛋白的定位与野生型相比都没有明显差别；且转染野生型 TPO 基因或突变后的 TPO 基因都对

CHO 细胞的凋亡、自噬没有明显影响。 

结论  当 TPO 的两条等位基因都发生突变时，会导致严重的先天性甲减，而只有一条等位基因突变

并不会产生甲减表现；突变后的蛋白过氧化物酶活性明显减低，这可能是突变导致甲减的直接原

因。 

 
 

PU-0470 

移动通讯在提高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应用 

 
郑玲玉,覃竞燕,谭擎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杭州空军医院 

 

目的  探讨移动通讯在提高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治疗依从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5 月来我院就诊的甲亢患者 8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两组患者首次门诊就诊时均给予个体化心理护理及口头健康教育；发放甲亢

知识问卷调查表并回收；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定期接收甲亢知识短信、服药及复诊提醒短信。随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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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发放调查表或电话调查患者甲亢知识问卷调查表、治疗依从调查表以及就医满意度调查表。

比较两组患者甲亢知识掌握情况、治疗依从及就医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甲亢知识掌握显著高于干预前（P<0.01），组间比较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服

药依从及复诊依从方面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P<0.05）；观察组患者就医满意度方面

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通过移动设备发送短信能有效提高患者疾病知识水平，提高治疗依从性，从而提高患者就医

满意度。 

 
 

PU-0471 

甲状腺乳头状癌合并甲状腺髓样癌一例并文献复习 

 
侯艳微,方毅,王津京,曾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一例甲状腺乳头状癌合并髓样癌的少见病例，进行文献复习，指导之后临床工作。 

方法  详细报告病例过程，分析治疗经过，复习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学习及讨论。 

结果  甲状腺乳头状癌与甲状腺髓样癌发病机制不同，治疗方法不同，很少并发，但均可手术治

疗，术后选择 131I 进行清甲治疗可以降低肿瘤复发率。 

结论  甲状腺乳头状癌合并甲状腺髓样癌患者术后可选择 131I 进行清甲治疗，甲状腺球蛋白及降钙

素作为两种肿瘤监测指标需密切关注。 

 
 

PU-0472 

甲状腺发育不全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的致病基因研究 

 
严晨焱,孙凤,宋怀东,赵双霞,方娅,张瑞佳,张昌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中国人群甲状腺发育不全导致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CH）患者的致病基因及其遗传

模式，并与欧美人群的甲状腺发育不全的致病基因作比较。 

方法  选择 13 例甲状腺发育不全的 CH 患者（其中 6 例患者甲状腺发育偏小，3 例患者甲状腺异

位，4 例患者甲状腺缺如）为研究对象，抽取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 DNA，采用靶向二代测序的方法

对 DUOX2, DUOX1, DUOXA2, DUOXA1, TPO, TG, SLC26A4, SLC5A5, SLC16A2, TSHR, 

NKX2.1, PAX8, FOXE1, HHEX, NKX2.5, GNAS, DIO1, DIO2, IYD, THRA, THRB 这 21 个与甲状

腺发育相关或与甲状腺激素合成代谢相关的基因的外显子和外显子-内含子交界区进行基因突变检

测，并用一代测序验证靶向二代测序的结果。同时构建三联家系，筛查携带基因突变的患儿的父母

的突变情况，明确突变基因的遗传模式。 

结 果   在 这 13 例 CH 患 者 中 ， 有 7 例 患 儿 筛 查 到 了 其 中 7 个 基 因 (SLC26A4, 

TG,TPO,DUOX2,DUOX1,TSHR,NKX2.1)上的 11 个的突变。其中 1 例病人携带 SLC26A4 基因杂

合 突 变， 1 例 病人 携带 SLC26A4 杂 合突变 和 TG 基因 复合 杂合 突 变， 1 例 携带

NKX2.1,TSHR,DUOX2 基因杂合突变，1 例患者携带 DUOX1 纯合突变，另外 3 例患者分别携带

TPO,TG,DUOX2 杂合突变。对其中 1 例携带 TG 复合杂合突变的患儿的父母进行突变筛查，发现

患儿的 2 个突变分别遗传于父方和母方，而父母甲状腺功能正常。对其中携带 NKX2.1 患者的父母

进行突变筛查，发现患儿突变来自于母方，而母方甲状腺功能正常。 

结论  中国人群甲状腺发育不全的 CH 患者的致病基因与欧美人群差异较大，后者的致病基因主要

是与甲状腺发育相关的转录因子（PAX8, NKX2.1, HHEX, FOXE1, NKX2.5 ）,而在我们筛查的 13

例患者中，只有 1 例甲状腺转录因子的突变，提示中国人群甲状腺发育不全的 CH 患者存在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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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病基因，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通过三联家系研究表明 TG 基因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NKX2.1 基因的遗传模式不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PU-0473 

甲状腺功能与自主神经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刘艳,周翔海,张秀英,纪立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测定汗腺的泌汗功能来研究自主神经病变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相关性。 

方法  这是纳入 3949 个人的横断面研究，记录了年龄、性别、血压、体重指数、空腹血糖及甲状

腺功能等信息，测定 SUDOSCAN 数值（这是一个快速、无创的检测泌汗功能的工具），在泌汗功

能测定过程中，让患者将双手和双足分别放在四个电极片上，只需 2 分钟测定出结果且无需提前做

准备，测定的泌汗功能用 ESC（皮肤电导率）来表示，ESC 越高泌汗功能越强。 

结果  在甲亢病人手部和足底的 ESC 均高于甲功正常组，甲减病人手部和足底的 ESC 均低于甲功

正常组。且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手部电导率与甲状腺功能减退呈现独立负相关的关系（平均手

部 ESC：OR 0.988 95%CI 0.98-0.996 p=0.004,平均足部 ESC：OR 0.991 95% CI0.982-1.000 

p=0.054） 

结论  自主神经功能与甲状腺功能负相关。SUDOSCAN 在甲功异常的筛查及寻找甲功异常患者的

个体化的治疗目标中的作用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PU-0474 

5 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患者甲状腺激素受体突变筛查 

 
张昌润,孙凤,宋怀东,赵双霞,方娅,张瑞佳,严晨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5 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随访资料,并检测患儿及其父母 THRA、

THRB 突变情况,对其遗传特点进行分析，探索该病的发病机制。 

方法  收集 5 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留取外周血标本,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

PCR-DNA 直接测序的方法研究患者 THRA, THRB 基因有无突变。 

结果  5 例患者中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均升高，游离甲状腺素(FT4)升高者 1 例;超敏促甲状

腺激素(uTSH)水平正常者 2 例,升高者 3 例。4 例患者甲状腺形态大小正常，1 例患者甲状腺肿大。

5 例患者均未给予治疗。基因筛查这 5 例患者及其父母的基因组 DNA, 均未发现甲状腺激素受体

THRA, THRB 突变。 

结论  甲状腺激素抵抗症临床表现复杂, 治疗上应根据个体的发病分子机制进行个体化治疗。该综合

征甲状腺激素受体（THRA, THRB）基因突变检出率不高，是否存在其他基因位点突变尚有待进一

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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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5 

大剂量甲强龙冲击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对代谢的短期影响 

 
李琴 1,布阿提卡木 1,韩兵 1,乔洁 1,姜博仁 1,张硕 2,王洋 2,周慧芳 2,陆颖理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 

 

目的  探讨大剂量甲强龙冲击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对全身代谢，包括血糖、血脂、骨代谢、免疫

蛋白的短期影响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来我院就诊的 21 例中重度活动期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

者，所有患者均完成 12 周甲强龙冲击治疗：生理盐水 250ml+甲强龙 0.5g 静滴，1 次/周，连用 6

周，接着生理盐水 250ml+甲强龙 0.25g 静滴，1 次/周，连用 6 周；甲强龙总剂量为 4.5g。在激素

治疗前后采集患者静脉血，检测血糖、血脂、骨代谢、免疫蛋白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结束时，即在 12 周完成 4.5g 甲强龙冲击治疗时，患者肝肾功能无明显变化。空腹血糖

（5.68±1.22 vs 4.84±0.44 mmol/l，p=0.03）和糖化血红蛋白（5.92±0.56 vs 5.68±0.55 %，

p=0.04）有轻度升高。甘油三脂和游离脂肪酸无明显变化，胆固醇，包括总胆固醇（5.73±1.56 vs 

4.22±0.63mmol/l，p=0.001），低密度脂蛋白（4.27±1.58 vs 2.88±0.55，p=0.001），高密度脂蛋

白（1.57±0.36 vs 1.24±0.28，p=0.001）均有明显上升。骨钙素、血钙、25（OH）维生素 D 无明

显变化，而骨形成标记物 I 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70.32±56.28 vs 126.15±65.50，

p=0.007）和骨吸收标记物 I 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特殊序列（β-CTX）（0.61±0.47 vs 1.33±0.46，

p=0.001）均有显著下降。同时患者 TRAb（2.70±2.53 vs 11.24±12.17，p=0.04）和 IgE

（27.21±5.37 vs 60.33±43.48，p=0.02）有显著下降。 

结论  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应用大剂量甲强龙冲击治疗 12 周后，血糖有轻度升高；胆固醇水平明

显升高；骨的转化和免疫蛋白被显著抑制。 

 
 

PU-0476 

成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流行病学现状及相关风险因素分析 

 
李拓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上海市成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Autoimmuen thyroiditis, ATI）的流行病学和相关风险

因素。 

方法  选取 STONE 研究中 18-65 岁上海常住人群 4097 例，收集相关临床资料，包括筛查期间病

史资料、体格检查、甲状腺超声及生化检测，甲状腺功能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

Ab）、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

（LDL）、高密度脂蛋白（HDL）、血糖及胰岛素水平、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并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1.共检出 580 例 ATI 患者，发生率为 14.16%（其中 8.71%为新发 ATI 患者），男女人群的

患病率分别为 8.7%和 18.8%，患病男女为 1∶2.7（38.8% vs. 61.2%）。ATI 患病率与年龄呈正相

关(P<0.01)，根据性别亚组分析，女性患病率在 51～60 岁段达高峰（19.05%），男性患病率随年

龄增长（P<0.05）。退休或在家劳作者的患病率显著高于规律上班或学习人群(P<0.01)；上班去根

据教育水平及年均收入进行亚组分析，中等收入的初级教育人群中，ATI 发生率为 39.9%，与中等

收入的高级教育人群存在显出差异（12.32%，P<0.01）。经多元 Logistic 回顾分析，与正常人或

非 ATI 人群相比，ATI 患者的教育层次和年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工作相对不稳定、且生活习惯更

不规律（>1-2 次／周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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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TI 人群的 FPG、HbA1c 水平随 TPOAb 水平升高而上升、Fins 及 Homa-B 指数随 TPOAb 水平

升高而减退（P<0.05）；血清 TC、LDL、体脂率超标或颈动脉斑块均与 TPOAb 呈正相关

（P<0.05）；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 ATI 人群，且骨密度与 TPOAb 呈正相关

（ P<0.05 ）。ATI 女性合并甲功异常时，妊娠失败率较非 ATI 女性升高（ 8.82% vs. 

6.61%,P=0.05）；且 ATI 女性绝经比例显著高于非 ATI 女性（非 ATI 11.3%， ATI 功能正常

16.2%， ATI 功能异常 17.8%， P<0.05）。 

结论  上海市 ATI 患病率较高,女性明显高于男性。高龄、低教育水平、中等年均收入、不良生活习

惯均为 ATI 危险因素。此外，ATI 人群更易出现、甲状腺恶性结节，伴糖脂代谢及骨代谢异常，女

性同时须警惕妊娠失败及更年期风险。 

 
 

PU-0477 

缺碘地区碘盐覆盖率重要性的研究 

 
钱明 

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我国大多数地区面临碘缺乏威胁，中重度儿童平均智商丢失 12.5 个。通过普遍食盐加碘，全

国缺碘地区于 2000 年前后达到基本控制目标，并于 2005 年以后，国人碘营养处于适宜状态，表

现为人群尿碘中位数在 WHO 公认范围（100ug/L-299ug/L），国人从碘盐获取的碘占到总摄入量

的 50-80%。由于环境缺碘的威胁始终存在，持续预防和消除碘缺乏病（IDD）仍需要碘盐，家庭

合格碘盐食用率（household consuming eligible edible iodized salt, HE-IS ）达到 90%，这是持续

控制 IDD 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随着盐业体制的改革和监管松懈，上海、天津 HE-IS 已经下降到 60-80%左右，其它地区

HE-IS 也处于下降通道，碘缺乏病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更加明显。 

样本来自新疆南部历史上有过 IDD 严重流行的阿克苏地区。尽管当地 1995 年开始实施普遍食盐加

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但是，很长时期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 61.7%-63.6%之间，儿童尿碘中

位数为 137.9μg/L，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 21.7-27.1%。这一状况，成为 2016 年当地发现新发克汀

病患儿和儿童智力水平低下的关键原因。经过持续投放免费碘盐和应急补碘防治, 2010 年阿克苏地

区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由上升至 88.33%，碘盐覆盖率 90.4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同一地区不同时期 HE-IS 低于 90%、及高于 90%情况下的儿童甲状腺肿大病情

的变化，试图说明缺碘地区保持 HE-IS 大于 90%的重要意义。 

方法  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方法，共获取 3845 样例。 

结果  1，个别尿碘水平与甲状腺容积呈反比；2, 群体碘营养水平与甲状腺容积呈 U 形关系；3，

HC-IS>90%，尿碘水平适宜，且甲状腺肿打打游戏及容积处于正常水平；反之，指标为负相关。 

结论  当 HC—IS 不能达到 90%时，碘缺乏病区人群碘营养暴露于缺碘状况。强制性食盐加碘措施

不可松懈。 

 
 

PU-0478 

Graves 甲亢患者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及血管弹性变化 

 
刘庆阳,高天舒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Graves 病对颈动脉结构参数及功能参数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50 例 Graves 病患者作为 Graves 病

甲亢组，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及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例不在本研究范围内，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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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3 例，女性 37 例，年龄在 23～56 岁之间，平均（41.2±8.5）岁。由我院健康体检的人群中选

取 50 例性别年龄相匹配正常人群作为正常对照，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38 例，年龄在 22-53 岁之

间，平均（43.9±7.8）岁，均经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血脂、肝肾功、甲状腺功能检查等无异

常发现。应用免疫发光法检测入选者的 FT3、FT4、TSH 及 TRAb 水平。对所有受试者的颈动脉行

超声检查，观察并记录颈总动脉内-中膜厚度(IMT)及颈总动脉血管弹性指标：脉搏波传导速度

（PWV），僵硬度 β 及顺应性（CC）。对比分析 Graves 病甲亢组与正常对照组各指标的变化，

尤其观测各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及血管弹性参数的差异。 

结果  Graves 病甲亢组 IMT 较正常组明显增厚 (0.484±0.097 vs. 0.434±0.085mm, p < 0.01); 僵硬

度 β 及  PWV 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7.46±2.14 vs.5.78±1.98, 6.36±1.08 vs.5.47±0.97 m/s，

respectively；all p < 0.001)；顺应性 CC 明显低于对照组(0.96±0.38 vs.1.21±0.36 mm2/KPa, p < 

0.01)。 

结论  Graves 甲亢患者颈总动脉 IMT 增厚，血管弹性减弱，顺应性降低，存在内皮功能障碍，提

示伴有动脉粥样硬化风险。 

 
 

PU-0479 

甲状腺结节多学科专业门诊患者现状分析 

 
陈静,张秀英,周灵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我院甲状腺结节多学科联合专业门诊人群进行分析，了解甲状腺结节专业门诊患者的

临床特点，为进一步改善甲状腺结节患者的诊疗流程提供依据。 

方法  连续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甲状腺结节多学科联合门诊就诊

的甲状腺结节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就诊患者均进行一般临床资料收集，并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查、

甲状腺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由内分泌科医生根据患者的临床特点并结合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

对于有恶性甲状腺结节征象的患者提请超声科会诊确定进行甲状腺细针穿刺病理检查，对于病理检

查证实的恶性甲状腺结节患者由普外科评估并收入院进行手术治疗，患者术后继续由甲状腺结节专

业门诊随访观察；对于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提示不确定的患者由多学科联合会诊确定进一步诊治或

随访方案。采用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横断面分析。 

结果  624 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男性 125 例（20.2%），女性 499 例（79.8%），就诊患者年龄

14 岁至 85 岁，平均 48 岁，其中 18-70 岁占 84.1%。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的患者 117 例

（18.8%），患者实际接受甲状腺穿刺 82 例（13.1%），经甲状腺穿刺除外恶性甲状腺结节的患

者 46 例（7.4%），甲状腺结节穿刺提示可疑由多学科联合会诊确定密切随访观察的患者 19 例

（3.0%），经甲状腺结节穿刺病理检查及手术病理检查均确定为甲状腺癌的患者 10 例（1.6%）。 

结论  多学科联合进行甲状腺结节诊治极大方便并优化了患者的诊疗流程。存在患者对结节穿刺仍

存在疑虑，需在患者的诊疗过程中给与更充分的沟通。 

 
 

PU-0480 

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方法鉴定乳头状甲状腺癌相关功能基因 

 
敖曾欣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显著升高，其中最常见的类型为乳头状甲状腺癌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多个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参与了复杂疾病的发生发展，然而与

乳头状甲状腺癌有关的基因相互作用的研究还很少。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WGCNA）是检测基因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创新而有力的工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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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因间表达的相似性，将功能上联系紧密的基因聚类为一个模块。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利用

WGCNA 来鉴定与 PTC 有关的功能基因。 

方法   首先，我们利用表达微阵列数据获得 PTC 组织与正常甲状腺组织的差异表达基因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然后再运用 R 软件中的 WGCNA 程序包，分别在

PTC 样本与正常甲状腺样本中构建共表达网络，将表达高度相关的 DEGs 聚类为一个模块。接着

运用模块保守性分析比较这两个网络间的模块，从而发现保守性较低的模块。最后聚焦在这个特别

的模块，用另外一个表达数据对鉴定出的基因进行验证，同时结合功能富集分析，挖掘出更有具有

功能学关联的基因。 

结果  经过基因差异表达分析，1062 个基因被鉴定为 DEGs，用这 1062 个 DEGs 来构建网络模

块，其中，含有 118 个 DEGs 的棕色模块被鉴定为保守性最低的模块。经过验证，这个模块中的

61 个基因被证实与 PTC 相关。功能富集分析发现两个与 PTC 有关的信号通路－Wnt 信号通路及

肿瘤转录失调信号通路。综合以上结果，我们发现 LRP4，PRICKLE1，ETV4 和 ETV5 是 PTC 的

潜在致癌基因。 

结论  WGCNA 是发现复杂疾病潜在功能基因的重要而有力的工具，我的研究为 PTC 的发病机制研

究和潜在分子标志鉴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PU-0481 

不典型甲状腺毒症患者通过 TRAb 精准选择摄碘率检查的研究 

 
娜仁其木格 1,李冬梅 1,忻荣荣 2,郑雁红 2,苗海霞 2,贾海英 1 

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 

 

目的  对不典型甲状腺毒症患者，通过 TRAb 值精准选择摄碘率的研究。 

方法  收集初诊不典型甲状腺毒症患者 161 例。所有患者测定甲状腺激素、TPOAb、TgAb、

TRAb，通过摄碘率分为 Graves 病组和破坏性甲状腺毒症，比较两组行甲状腺激素、TRAb 的差

异；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 TRAb 诊断

Graves 病的有效性和实用价值；按 TRAb 阴性、正常参考值范围、正常参考范围上限的倍数分为

1-8 组，比较 TRAb 与 Graves 病、非甲亢性甲状腺毒症的相关性。 

结果  （1）161 例不典型甲状腺毒症患者中，以摄碘率诊断破坏性甲状腺毒症 67 例，占 41.6%；

Graves 病 94 例，占 58.4%。（2）两组 TRAb 分别为 3.01（0.36～8.73）与 1.26（0.31～

5.15TRAb 与 Graves 病诊断的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分析：最大曲线下面积 0.824，TRAb 取

2.19IU/mL 为界值时，诊断 Graves 敏感度为 65.6%，特异度为 96.3%。（3）TRAb 小于 0.3IU/L

时，诊断破坏性甲状腺毒症的特异性为 99.9%，无需进一步行摄碘率；敏感性为 58.8%，因此，当

TRAb≥0.3IU/L 时，需通过摄碘率进一步诊断。TRAb≥正常值上限的 2.5 倍时，Graves 病的特异性

为 100%，无需进一步行摄碘率；敏感性 37.2%，TRAb 0.3 ̴正常上线 2.5 倍，需进一步行摄碘率 

结论  1、不典型甲状腺毒症患者，破坏性甲状腺毒症与 Graves 病 TRAb 存在显著差异，但 TRAb

缺乏诊断 Graves 病的理想切点，可作为是否行摄碘率检查的标记物。2、当 TRAb＜0.3IU/L 时，

可诊断为破坏性甲状腺毒症，TRAb≥正常值上限的 2.5 倍，即可诊断 Graves 病。均无需进一步行

摄碘率检查。TRAb 0.3 ̴正常上线 2.5 倍，需摄碘率进一步明确诊断。通过 TRAb 值可减少约

47.2%的摄碘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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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2 

托吡酯成功治疗顽固性家族性低血钾周期型麻痹 1 例及文献复习 

 
姚合斌,康怡,尚健,陈瑛瑛,胡晓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介绍 1 例托吡酯成功治疗顽固性低血钾周期型麻痹患者。 

方法  病例治疗过程：病史：患者男性，14 岁，汉族，于 2016 年 10 月入院。 

反复发作性四肢无力 10 年，发现血钾降低 2 年。10 年前发热后于夜间出现四肢无力，持续 2-3 小

时后症状好转。此后反复于夜间或凌晨出现，发作间隔时间约为 1-2 年。近 2 年发作频率增加，约

1-2 个月发作 1 次伴有呼吸困难，就诊于当地医院，测血钾为 1.8mmol/L，补钾治疗症状可自行缓

解。近 2-3 月几乎每天发作，每次持续 2~4 小时，服用氯化钾溶液肌无力症状缓解不明显。感到希

望破灭、生不如死，甚至有自杀想法。 

家族史：母亲反复发作性四肢无力 30 余年。其父在患者 3 岁时意外死亡，无类似症状。其兄 26

岁，身体健康，血钾正常。 

检查：血压正常。肝肾功能正常，血钾 4.2mmol/L（非发作时），发作时血钾 1.7~2.6mmol/L，低

血钾时对应尿 Cr/K 比值为 1.2，TTKG 为 1.8。RAS 系统、ACTH、皮质醇、甲状腺功能正常。基

因检测为 CACNA1S-v876E 突变，其母携带相同突变。诊断为家族性低血钾周期型麻痹 1 型。 

结果  鉴于患者对一般方案反应较差，查阅文献并与家属沟通交流后，再补钾治疗基础上给予托吡

酯治疗（托吡酯 25mg  1/晚），给药后第二、三天症状未再出现；第四天患者自行停药，第五、第

六天低血钾麻痹再次出现，于第六天晚上重新服用托吡酯，剂量同前，第七、八天疾病未再发作，

患者带药治疗出院。随访：出院后至 2017.8 仅有 2 次轻微发作，肌力约为 4 级，1~2 小时自行缓

解。身高增加 10 厘米，学习成绩居班级前列，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未诉不良反应。 

结论  托吡酯可以作为治疗顽固性低血钾周期型麻痹患者的选项之一 

 
 

PU-0483 

院外延伸护理在甲状腺疾病患者出院后的应用 

 
张明明,邢桂红 

本溪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模式在甲状腺疾病患者出院后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80 例甲状腺疾病住院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的患者出院前按常规方式

进行宣教，实验组患者在出院前建立患者延续护理服务档案资料，与患者及家属建立微信群，群中

有医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副主任护师、主管护师及高年资护师，为患者进行多对一咨询服

务；在患者出院后第七天、第十五天、第三十天采用电话沟通、上门探访、微信 QQ 通讯等方式，

对患者饮食知识，生活作息，用药知识，心理状态进行调查，持续对患者和家属进行疾病健康知识

指导，发挥照顾者的作用。督促门诊复诊，复查相关指标。 3 个月后比较两组用药依从性、化验达

标情况及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结果  观察组的依从性、化验指标达标率及知识掌握情况等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我国，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已经高达 20%左右，中国民众甲状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现今

我国的甲状腺疾病患者状况呈现高患病率和高复发率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患病人群的低知晓

率、低服药率、低达标率、低检测率的“四低”局面。甲状腺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道系统

等有着极大的影响，此处的任何疾病都会影响全身各组织，甚至危及生命，正所谓牵一腺而动全

身。而甲状腺疾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临床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检查化验为辅。但由于疗程长,反

复发作,患者精神压力大。因此，在积极正规的治疗同时,对出院后的甲状腺疾病患者进行延伸护理,

可以有效地提高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提升服药依从性,提高生活质量与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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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4 

下调 HSDL2 蛋白表达抑制甲状腺乳头状癌 

细胞增殖和促进细胞凋亡 

 
曾静 1,马逍 2,王津京 1,刘然 1,邵云 3,侯艳微 1,李致远 1,方毅*1 

1.解放军 307 医院 内分泌科 

2.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头颈外科 肿瘤和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 

3.中国人民解放军 307 医院 病理科 

 

目的  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是最常见的甲状腺癌类型。羟类固醇脱氢酶样蛋白 2（HSDL2) 可

以调节脂代谢，参与细胞的增殖。因此，HSDL2 蛋白可能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的

目的是揭示 HSDL2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作用。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技术(IHC）分析 HSDL2 蛋白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中的表达。通过实时定量

PCR (qRT-PCR）检测甲状腺乳头状癌中 HSDL2 的 mRNA 水平。利用 shRNA 方法下调 HSDL2

的表达，在体外和体内实验评估该基因对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和 Western 

blot 技术测定 HSDL2 潜在的靶基因。 

结果  和对照组相比，甲状腺乳头状癌中 HSDL2 蛋白表达上调 (P 值均＜0.05）。体外实验中，下

调 HSDL2 表达可抑制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在体内实验中，下调 HSDL2 基

因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P 值均＜0.05）。此外，AKT3，NFATC2 和 PPP3CA 基因可能是 HSDL2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潜在靶基因。 

结论  HSDL2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表达增加，在体外和体内实验中可促进肿瘤的进展。HSDL2 可

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的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 

 
 

PU-0485 

低血钾周期性麻痹 22 例临床分析 

 
李桂霞,翟晓丽,张茹,黄艺,许筠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低血钾周期性麻痹的临床原因和治疗 

方法  随机抽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22 例低血钾瘫痪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对低血钾瘫痪的临床表现、实验室和辅助检查结果及预后进

行分析。 

结果  男 14 例，女 8 例，其中 15 例患者 FT3、FT4、TSH 结果支持甲亢，巴特综合征(BS)2 例，

肾小管酸中毒 1 例，病因不明 4 例。发作时均有不同程度的双下肢或四肢软瘫，伴有血钾低于正常

水平。血钾：1.5～2.0mmol/L(重度低钾)者 5 例(22.7%)，2.0～3.0mmol/L(中度低钾)者 11 例

(50.0%)，3.0～3.5mmol/L(轻度低钾)者 6 例(27.3%)。累及四肢不能抬头翻身者 8 例(36.4%)，累

及双下肢为主，双上肢较轻者 6 例(27.3%)，单纯累及双下肢者 8 例(36.3%)。所有病例皆腱反射减

退，肌张力低，上肢肌力Ⅱ～Ⅳ级，下肢肌力 0～Ⅱ级，四肢感觉均正常。心电图：T 波变平的 7

例(31.8%)，ST 段下移的 5 例(22.7%)，出现 U 波的 10 例(45.5%)。 

结论  ①低血钾瘫痪以年轻男性多发，补钾治疗可迅速改善症状，抗甲状腺治疗是控制甲亢低血钾

周期性麻痹复发的关键。②血钾与心电图两者相互配合诊断准确快捷,利于临床快速准确治疗,缓解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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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6 

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病风险预测指标研究 

 
段滨红,杜馥曼,王丹,刘余,卞丙凤 

黑龙江省医院 

 

目的  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内分泌性恶性肿瘤之一，肿瘤最大直径<10mm 且组织学来源是甲状腺滤

泡上皮细胞的癌肿被称为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TSH 具有诱导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增殖和变异的

作用，与滤泡上皮来源的癌肿有一定的关联性。TG 由有功能的甲状腺组织分泌，其升高程度与病

灶大小以及转移广泛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通过观察我院 2017 年全年手术治疗的甲状腺结节患者

术前各项甲状腺化验指标，包括：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

状腺素（TSH）、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TG）、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来分别探讨它们与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发病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方法  于我院病案室微机系统内随机回顾性收集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于普外科手术治疗

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共 445 例，所有患者均为初次接受甲状腺手术治疗，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其分为

两组：微小乳头状癌组 135 例，女 81 例，男 54 例，年龄 35±15.2 岁，甲状腺良性结节组 310

例，女 198 例，男 112 例，年龄 31 例±18.5 岁。排除标准：⑴ 既往有甲状腺手术史者；⑵ 术前曾

确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急性甲状腺炎；产后甲状腺炎；桥本甲状腺炎者；

⑶ 曾接受过甲状腺 131I 治疗者；⑷ 患严重的心、肝、肾脏疾病者。收集患者术前部分检验资料，

包括：FT3、FT4、TSH、TPOAB、TG、TGAB。 

结果  微小癌组血清 TSH、TG 水平均显著高于良性结节组（z = 2.666，P = 0.004；z = 2.499，P 

= 0.006）。按照 TSH 水平将 445 例入选者重新分组：<0.35mIU/L 组；0.35-1.0mIU/L 组；1.0-

2.0mIU/L 组；2.0-4.94mIU/L，四组微小乳头状癌发生率分别为：18.06%；25.0%；29.53%；

55.56%，其中 2.0-4.94mIU/L 组患病率最高（x2 = 12.92，P = 0.005）。根据术前血清 TG 水平再

次重新分组：＜20ng/ml（阴性）组；＞20ng/ml（阳性）组，两组微小乳头状癌发生例数分别为：

38（22.35%）；97（35.27%），两组间患病率存在显著差别，阳性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病率

显著升高（x2 = 4.552，P = 0.033）。 

结论   TSH 和 TG 可以作为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患病风险的预测指标。 

 
 

PU-0487 

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的临床特征研究 

 
王冰清,赖晓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 IgG4（免疫球蛋白 G4）阳性桥本甲状腺炎（HT）与非 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在

临床、生化学及影像学特征上的差异，提高对 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的认识，为 IgG4 阳性桥本

甲状腺炎患者的正确诊断及合理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60 例桥本甲状腺炎患者，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IgG4、IgG 水平，根据血清 IgG4 水

平分为 2 组，其中 IgG4≥864mg/l 组为 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组（简称 IgG4-HT 组），

IgG4<864mg/l 组为非 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组（简称非 IgG4-HT 组）。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血

清 IgG4 浓度、 IgG4 与 IgG 比值、发病年龄、性别、基线游离 T3（FT3）、基线游离 T4

（FT4）、基线促甲状腺激素(TSH)、基线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基线抗甲状腺球

蛋白抗体（TgAb）、基线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甲状腺体积大小、 甲状腺回声减低

程度、伴发甲状腺结节情况、 临床病情波动（病情及甲状腺功能状态异常反复）等指标之间的差

异。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381 

 

结果  ①HT 患者中血清 IgG4 水平与血清 TgAb、TPOAb 和 TRAb 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P 值

分别为 0.00655,0.00078,0.003）。②IgG4-HT 组较非 IgG4-HT 组有更高的 IgG4/IgG、TgAb、

TPOAb 水平，甲状腺肿大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01，0.0037， 0.0134，

0.023），在血清 FT3、FT4、TSH、TRAb、甲状腺回声减低程度、伴发结节情况等方面均无统计

学差异。③IgG4-HT 组比非 IgG4-HT 组更容易出现临床病情波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为

0.009），而在发病年龄及性别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④HT 患者中临床病情波动与血清 IgG4、

IgG4/IgG 和甲状腺体积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P 值分别为 0.006,0.022,0.049）。 

结论  本研究提示：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是桥本甲状腺炎的一个亚型；②与非 IgG4 阳性桥本甲

状腺炎相比，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的血清 IgG4/IgG 更高，有着更高滴度的甲状腺激素抗体

TgAb、TPOAb 水平；③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较非 IgG4 阳性桥本甲状腺炎的甲状腺肿大更明

显，且病程中更容易出现病情及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反复。 

 
 

PU-0488 

BRAFV600E 基因突变对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鉴别的 临床意义 

 
罗贤,熊燕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BRAFV600E 突变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鉴别的临床意义；分析 BRAFV600E 基因与甲状腺乳

头状癌之间以及该基因与甲状腺癌侵蚀性之间的关系。 

方法  1、收集所在医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行甲状腺结节切除术或细针穿刺活检术

（FNAB）的甲状腺结节患者（284 例），通过病理诊断分别选出良性结节组(A 组）和恶性结节组

（B 组）；B 组中根据 BRAFV600E 基因检测结果是否阳性分为 BRAFV600E 基因突变型组（B1 组）

和 BRAFV600E 基因野生型组（B2 组）。2、收集患者临床资料、甲状腺彩超结果，所有患者行

BRAFV600E 基因检测。比较 A、B1、B2 三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A、B 组患者 BRAFV600E 基因

突变率；比较 B 组中通过 FNAB 和结节切除术两种取材方式之间、各病理类型之间的 BRAFV600E

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1、A 组未见 BRAFV600E基因突变，B 组 BRAFV600E基因突变率为 59%，两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2、B 组中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 BRAFV600E 基因突变率为 64.6%；

与微小乳头状癌（PTMC）患者 BRAFV600E 基因突变率相近。甲状腺滤泡状癌及髓样癌中均未检测

到 BRAFV600E基因突变。3、B 组中经 FNAB 取材、甲状腺结节切除术取材的 BRAFV600E基因突变

率分别为 32.3%、70.3%，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B 组 BRAFV600E基因突变率

在结节是否多灶性、结节直径大小以及男、女患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年龄

（＜45 岁、≥45 岁）、结节有无点状钙化、包膜外是否浸润、颈部淋巴结是否转移、是否合并桥

本甲状腺炎（HT）的各分层中存在差异，在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TI-RADS）分类分层中 4

类、5 类结节 BRAFV600E突变率较 3 类结节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BRAFV600E 基因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鉴别诊断具有一定价值。2、BRAFV600E 基因只在

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突变率高，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具有特异性。3、甲状腺癌患者 BRAFV600E

基因在年龄≥45 岁、存在点状钙化、包膜外浸润、颈部淋巴结转移、合并 HT、TI-RADS 4 类/5

类、经手术取材方式中突变率更高。4、BRAFV600E 基因突变可以作为一个评估甲状腺癌侵蚀性的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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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9 

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对甲状腺相关性 

眼病患者糖代谢的影响及机制探索 

 
孙政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www.china-endo.org 

 

目的  观察甲状腺相关性眼病（Thyroid-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TAO）患者在予以静脉注射

甲基强的松龙（intravenous methylprednisolone，IVMP）治疗后血糖的变化及糖调节受损的发病

率，并探讨引起血糖升高的可能机制。 

方法  纳入 90 例 TAO 患者，根据使用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GCs）的累积剂量，研究不

同 GCs 累积剂量下空腹血糖（FPG）、糖负荷后血糖的变化。 

结果  （1） 90 例 TAO 患者经 IVMP 治疗后，空腹血糖受损发病率在 1.11%(1 例)、且与 GCs 累积

剂量不相关（r=0.080，P =0.452）；其中 22 例行 OGTT 试验的 TAO 患者中，27.27%（6 例）的

患者使用 IVMP 治疗后出现糖调节受损, 糖调节受损的发病率与 GCs 累积剂量无关（r=-0.296，P 

=0.181）；（2）IVMP 治疗后糖负荷异常 TAO 患者（HBG 组）与糖负荷正常 TAO 患者（NBG

组）比较， Composite 胰岛素敏感指数（CISI）、口服胰岛素敏感指数（OGIS）降低(P <0.05)；

HOMA-IR、定量胰岛素敏感性检测指数（QUICKI）、HOMR-β、胰岛素生成指数（IGI）、口服处

置指数（DI）、AUCC-P/AUCG无明显变化(P >0.05)；DI0、DI120、DI180等指标均降低(P <0.05)。 

结论  （1）IVMP 治疗可引起部分患者血糖升高，但糖调节受损发病率与 GCs 累积剂量不相关;

（2）血糖升高的原因可能主要为胰腺 β 细胞储备功能不足。 

 
 

PU-0490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左甲状腺素钠治疗 

对心室收缩期机械形变同步性的影响 

 
高霞,孔令云,陈哲,贾育梅,丁雪晏,吕秀章,王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应用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STE）评价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以及短期左甲

状腺素钠治疗对心室收缩期机械形变同步性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初诊的原发性甲减患者（H 组），同时纳入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对照组（C

组）。所有受试者接受二维超声心动图检查，采集心尖 4 腔、2 腔及长轴切面。应用 STE 技术分

别测量左右心室各切面及整体水平收缩期长轴应变峰值（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系

统自动计算心电图左室 17 个节段及右室自由壁 3 个节段纵向应变达峰时间标准差得出心室机械离

散度（mechanical dispersion，MD）。甲功正常后 6 个月重新进行上述检查，同时评估机械形变

与甲状腺激素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H 组患者 45 例（女性 75.6%，平均年龄 39±10.5 岁），C 组 45 例（女性 71.1%例，平均年

龄 42.8±10.6 岁）。治疗前 H 组患者无论左室，右室 GLS 都较 C 组明显减低（GLS-LV:-

20.8±3.3%VS.-23.9±2.1%;GLS-RV: -20.6±4.8%VS.-25.0±4.8%, P 均<0.01）；治疗后 H 组 GLS

均较前有明显改善，但没有达到 C 组水平。另外，H 组患者左右室的 MD 值较 C 组明显增加

（MD-LV: 11.9 (5.9-22.3ms vs. 5.9 (4.2-7.3) ms; MD-RV: 2.5 (0.2-14.2)ms vs. 0.0 (0.0-2.2)ms;P

均<0.01）。 

结论  原发甲减可以导致心室长轴应变力下降及心肌收缩的机械离散程度明显增加。短期的左甲状

腺素钠治疗，并不能完全逆转上述指标的异常。因此,GLS 和 MD 可以作为新的甲减心功能异常的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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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1 

以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的甲亢合并心脏病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杨洋 

天津市胸科医院 

 

目的  提高甲亢心脏病的诊断意识。 

方法  总结随访 1 例以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的的甲亢患者的诊治过程。王某某，女性，67 岁，7 个

月前，突发心前区疼痛伴有恶心、呕出就诊于心脏科急诊，急诊检查发现心电图示 ST-T 段抬高，

有动态变化，肌钙蛋白 1.454ng/ml↑，CK-MB 7.5ng/ml↑升高，当时考虑“心肌梗赛”给予冠脉造影

检查，但造影结果阴性，遂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收入院。入院后检查发现 TT3 1.87 nmol/L，TT4 

174.7nmol/L↑明显升高，TSH0.001mIu/L（当时考虑不除外造影剂影响），心肌酶 CK CK-MB33 

U/L↑,肌红蛋白阴性，检查阴性，心肌灌注检查提示左室壁心肌显影清晰，左心室轻度扩大，形态

欠完整，部分心尖段、部分间壁心尖段及前壁心尖段显像剂分布明显稀疏，占左室面积的 12%，

其余节段显像剂分布大致均匀。免疫风湿检查阴性，病毒及支原体等抗体检查阴性；胸片提示心影

增大；超声提示室间隔及左室壁节段性运动减低，不除外心肌梗死，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少

量返流，左室舒张功能减低，轻度肺动脉高压，心脏射血分数 53%。综合检查后考虑不除外“甲亢

心脏病”给予相应治疗病情稳定出院。2 个月后复查甲功和甲状腺抗体及甲状腺超声，明确诊断为

“甲亢”给予规范的抗甲亢治疗。5 个月后甲功 FT3，FT4 正常，TSH 略低于正常，复查心电图、超

声、胸片基本恢复正常。否认甲状腺疾病、糖尿病和冠心病史，高血压病史 10 年。 

结果  通过半年的随访，可以明确诊断“甲亢心脏病”。 

结论  甲亢可能以严重的心脏疾病为表现发病而不伴有常规的高代谢症状，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需

要行甲功检查，除外甲亢。 

 
 

PU-0492 

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血清补体 C1q/肿瘤坏死因子 

相关蛋白家族水平的变化 

 
王浩宇,陈看,赖亚新,滕卫平,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临床和/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甚至是正常范围内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的升

高，均与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存在显著相关性。既往研究认为，TSH 可以直接作用于脂肪组织，影

响多种脂肪因子的表达水平，从而介导代谢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补体 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

白（CTRPs）是一组结构高度保守的脂肪因子，参与调解能量代谢、免疫反应等生理、病理过

程。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明确临床和/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血清 CTRP1、

CTRP3 和 CTRP9 水平，探讨 TSH 介导代谢性疾病可能的机制。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患者及同期在体检中心接受健康体检者

共计 240 例。根据研究对象甲状腺功能状态，按年龄、性别以及 BMI 匹配原则，最终纳入 100 人

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组（OH）25 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组(SCH）25

人，单纯 TPOAb 阳性组(Isolated TPOAb）25 人以及健康对照组（HC）25 人。比较各组血清

CTRP1、CTRP3 以及 CTRP9 水平。 

结果  与 HC 组相比，OH 组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以及甘油三酯水平显著升高。进一步比

较组间 CTPRs 水平，结果显示组间 CTRP1 水平无显著差异。但是，OH、SCH 血清 CTRP3 和

CTRP9 水平均显著高于 HC 组，而 Isolated TPOAb 血清 CTRP3、CTRP9 水平与 HC 则无显著改

变。OH 血清 CTRP3 水平显著高于 SCH[1064.62 (1022.86-1137.72) ng/mL vs 974.43 (913.79-

1016.42) ng/mL, P<0.001]，而两组间 CTRP9 水平无显著差异[346.62 (280.73-430.23) ng/mL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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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3 (251.69-378.08) ng/mL, P=0.138]。校正多个混杂因素后，TSH 仍然与 CTRP3 和 CTRP9

呈正相关（P<0.001），而 FT4 仅与 CTRP9 呈负相关（P=0.007）。CTRP1 与 TSH、FT3、FT4

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临床和/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血清 CTRP3 和 CTRP9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但

CTRP1 未见显著变化。多因素校正后，血清 TSH 水平依然与 CTRP3、CTRP9 呈正相关，提示

TSH 可能是血清 CTRP3 和 CTRP9 升高的独立影响因素。 

 
 

PU-0493 

促甲状腺激素水平与运动成瘾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王浩宇,赖亚新,滕卫平,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适度的运动可以显著改善健康状态，但运动成瘾则可能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本研究旨在研

究运动成瘾状态下甲状腺功能的改变。 

方法  研究对象取自社区流行病学调查队列。根据年龄、性别以及 BMI 匹配原则，最终选取运动成

瘾组(EA)36 人以及非运动成瘾组(NEA)72 人。研究对象接收全面的健康检查。通过 EAI 评分评价

运动成瘾程度，并通过 PARS-3 评分评价运动量。 

结果   与 NEA 相比 , EA 血清 TSH 水平显著降低  (1.83±0.92 mIU/L vs 2.36±0.86 mIU/L, 

P=0.004)。但是，组间 FT4、FT3 以及 TPOAb 水平未见显著差异 (P 均>0.05)。进一步，偏相关

分析提示，正常范围内血清 TSH 水平与 EAI 评分呈负相关 (r=-0.209, P=0.033), 而 EAI 评分与

FT4、FT3 以及 TPOAb 之间未见显著相关性。此外，多因素校正后，血清 TSH 水平依然是 EA 的

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血清 TSH 水平与运动成瘾风险呈负相关。 

 
 

PU-0494 

糖尿病合并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疑难病例 1 例病例报告 

 
赵芳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高血压发病率可达 40~60%，因此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易被误诊

误治为原发性高血压，本文提供一个怀疑 2 型糖尿病合并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病例，故提供一例病

例。 

方法  我院收治一女性，汉族，51 岁，以“口干、多饮、多尿 1 年，双下肢感觉异常 2 月”为主诉入

院。既往明确诊断 2 型糖尿病规律口服格华止，高血压病史 1 年余，口服络活喜 1 片每日一次，最

高血压 180/110mmhg，现血压控制在 140/105mmHg。2017-07-11 我院随机血糖：18.4mmol/L。

初步诊断：1.2 型糖尿病 2.高血压原因待查？ 

结果   入院后辅助检查：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红蛋白  7.0 ↑ %，17α 羟孕酮:17-α 羟基孕酮 

1.19  nmol/L，游离睾酮  1.17  pg/ml，雄烯二酮+脱氢表雄酮及硫酸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162.00  ng/ml，性激素结合蛋白 SBG 33.90  nmol/l，硫酸去氢表雄酮 DHS 49.00  ug/dl，雄烯二

酮 AND 0.86  ng/ml。肾上腺 CT：双肾多发囊肿，右肾微小结石，较 2017-07-13 前片相仿：双侧

肾上腺增粗，考虑肾上腺增生。垂体 MRI：垂体左缘略凹陷，未见明显异常信号影，垂体柄左偏。

血液离子分析：K3.42，NA138.32。尿液离子分析：K24.77，NA251.36。盐水负荷试验（卧

位）：血浆肾素盐水前 0.62，盐水后 0.23；血浆醛固酮盐水前 13.44，盐水后 5.51。小剂量地塞

米松抑制试验 8 点：ACTH<5，皮质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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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案例中患者发病初期临床表现为高血压症状不明显，此次为治疗糖尿病；来院后在治疗糖

尿病的同时发现降压效果不理想，规则服用“络活喜”降压药物治疗，但血压不能控制在理想范围

（舒张压 90-100mmHg,收缩压基本正常），通过询问病史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室检查。先后对

患者进行了两次盐水负荷实验，患者有高血压和低血钾的表现，ARR 值为 24，ARR 值>25，提示

原醛症不排除，血浆醛固酮值波动在 5.51~6ng/dl,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诊断可疑，原发性醛固酮增

多症诊断可疑的原因可能与患者服用 CCB 类降压药物有关，CCB 类药物可能造成患者假阴性的结

果，所以目前高度怀疑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PU-0495 

以血糖及血压升高起病的一例异位 ACTH 综合征病案报道 

 
王宁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在临床工作中，中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者较为常见，但随着近年来检查设备及方法的

不断更新，对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 

方法  在临床工作中，通过对本例个案的分析揭示近年来继发于其它内分泌疾病出现的血糖及血压

升高不容忽视，丰富了临床诊疗思维。 

结果  对于中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者，尤其血压波动较大或者不易控制者，应除外继发性高

血压病。 

 
 

PU-0496 

血清骨钙素水平与血压的相关性研究 

 
许怡婷,马晓静,熊钦,胡珦,张学丽,袁叶青,包玉倩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上海市糖尿病临床医学中心 

 

目的  骨钙素是由成骨细胞分泌的蛋白，近年发现其可进入血液循环。研究表明血清骨钙素参与糖

脂代谢，与糖尿病、肥胖等代谢异常疾病密切相关。代谢异常能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可能是导致高

血压的新机制。因此本研究在上海社区人群中探讨血清骨钙素与血压的关系。 

方法  选取上海社区的人群共 2241 例，其中男性 909 例，女性 1332 例，年龄 24–78 岁。根据

1999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高血压协会（WHO–ISH）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非高血压组和高血压组。

血清骨钙素水平采用电化学免疫发光法测定。 

结果  男性人群的血清骨钙素水平低于女性人群[16.68 (13.46–20.46) ng/mL versus 20.42 (16.07–

25.28) ng/mL，P < 0.01]。在男性人群中，高血压组的血清骨钙素水平低于非高血压组[16.37 

(13.34–20.11) ng/mL versus 17.01 (14.23–20.79) ng/mL，P = 0.039]。在女性中未发现两组的血

清骨钙素水平有显著差异（P = 0.675）。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男性人群的血清骨钙素水平与收

缩压（SBP）呈负相关（r = –0.095，P = 0.004），与舒张压（DBP）无关（r = –0.024，P = 

0.472）；而女性的血清骨钙素水平与 SBP 及 DBP 均无相关性（SBP： r = 0.044，P = 0.108；

DBP：r = 0.015，P = 0.575）。构建三个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模型一：校正年龄、吸烟、高

血压家族史、降压、降糖及降脂治疗，见到男性的血清骨钙素水平是 SBP 的负影响因素（标准化 

β = –0.068，P = 0.038）。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校正血脂及高敏 C 反应蛋白，男性

的血清骨钙素水平与 SBP 的负相关依然存在（标准化 β = –0.065，P = 0.046）。模型三：在模型

二的基础上校正体重指数、腰围、血糖和稳态模型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两者的相关性消失（P 

= 0.327）。 

结论  在校正体脂、血糖等混杂因素后，社区人群的血清骨钙素水平与血压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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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7 

2 型糖尿病患者阿司匹林抵抗的 meta 分析 

 
苏冬雪,吴东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哈尔滨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对阿司匹林抵抗的影响。 

方法  检索 EMBase、Medline、Pubmed、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相

关文献，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推荐的方法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运用

Ｒev-Man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8 篇文献，611 例合并糖尿病患者，770 例对照组患者，统计学结果显示，糖尿病患

者阿司匹林抵抗明显高于未合并糖尿病患者，需及早检测阿司匹林抵抗。 

结论  共纳入 8 篇文献，611 例合并糖尿病患者，770 例对照组患者，统计学结果显示，糖尿病患

者阿司匹林抵抗明显高于未合并糖尿病患者，需及早检测阿司匹林抵抗。 

 
 

PU-0498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的研究进展 

 
杨嫚,向宪文 

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高血压病的发生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老年高血压患病率

和致残率高，治疗率和控制率低，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 年）》

中将最大程度减少高血压患者并发心血管病及死亡的危险作为临床治疗的主要目标，目前尽管西医

学采用联合手段，但是临床疗效仍有诸多不足，且病人依从性差。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改善高血压病

人的症状、减少不良反应及长期血压控制等方面展示出巨大的潜力。鉴于高血压对于老年人危害更

大，重视老年高血压病尤为迫切，现将老年高血压的中西医防治研究进展简要概述，以期为临床提

供参考价值。 

方法  综述，理论研究。 

结果  已发表文献证明中西医结合对于治疗老年性高血压病疗效较好。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推广应用上较为困难，基于此点，可以考虑从剂型方面突破疗效确切的中

成药，使药物的作用时间得以延长，保证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同时，也可以考虑将单味或者多味

的中草药有效成分提取出来，选取西药固定配比，将二者组成新的制剂，由此降压效果也会得到提

升，且药物安全性较高，患者的临床不良反应会由此减少。 

 
 

PU-0499 

分子诊断在不明原因高血压伴低钾血症和血压正常性不明原因低

钾血症中的初步应用 

 
张馨月,徐师师,潘晓晖,童南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已行基因检测的病因诊断不明

确的高血压伴低钾血症患者以及血压正常但不明原因低钾血症患者，比较两组人群的病因异同，初

步探讨分子诊断在其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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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病案科检索 2014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内分泌科 14 岁以上的高血压或低钾血

症住院患者。纳入标准：（1）经过临床评估病因诊断不明确的高血压伴低钾血症患者。（2）经过

临床评估血压正常，但低钾血症原因不明的患者。（3）自愿进行基因检测。排除标准为病因明确

的低钾血症患者。根据住院号查询病史资料，通过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目标人群，收集其临床资料

（年龄、血压、血尿电解质及内分泌激素等）和基因检测结果，分析两组不同人群的病因。 

结果  满足纳入标准的患者共计 48 例，其中不明原因高血压伴低钾血症 11 例，正常血压性不明原

因低钾血症 37 例。基因检测阳性前者 7/11 例，后者 17/37 例。（1）在不明原因高血压伴低钾血

症组中，5/7 例为单基因致病型高血压，包括 3 例 Liddle 综合征、1 例 11β 羟化酶缺乏症和 1 例副

神经节瘤。2/7 例为原发性高血压伴低钾性周期性麻痹。（2）在正常血压性不明原因低钾血症组

中，发现 13 例 Gitelman 综合征、2 例 Liddle 综合征、1 例低钾性周期性麻痹和 1 例多发性内分泌

腺瘤，没有 Batter 综合征。少数 Gitelman 综合征不伴低镁血症，低钾性周期性麻痹可伴低镁血

症。（3）共 19 例患者为血压正常性单基因致病型低钾血症，17/19 例仅表现为低钾血症，2/19 例

为原发性高血压伴低血钾。 

结论  （1）对于 14 岁以上经过临床评估后仍为不明原因高血压伴低钾血症的患者，基因检测是诊

断单基因致病型高血压和判断低钾血症与高血压是否为两种疾病的有效方法。（2）小样本基因诊

断的 14 岁以上单基因致病型高血压中，可能 Liddle 综合征并不少见。（3）不明原因高血压伴低

钾血症可能为原发性高血压伴单基因致病型低钾血症。（4）小样本基因诊断的 14 岁以上血压正常

性单基因致病型低钾血症中，Gitelman 综合征占大多数，其次为低钾性周期性麻痹。（5）

Gitelman 综合征不一定伴有低血镁和低尿钙。（6）Batter 综合征在 14 岁以上的人群中极少见。

（7）Liddle 综合征可表现为血压正常性低钾血症。（8）低钾性周期性麻痹也可伴低血镁。罕见病

的诊断应以分子诊断为准，不能单靠临床表象。 

 
 

PU-0500 

家族性醛固酮增多症 III 型一例报告 

 
李梦妮,石小丽,杨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从临床及基因水平上诊断一例家族性醛固酮增多症 III 型（Familial hyper- aldosteronism type 

III，FH-III）病例。 

方法  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病史进行初步诊断，入院后检测血压，进行生化常规、血气分析、肾

上腺 CT 等检查，行 RAAS 筛查和卡托普利抑制试验。最后对该患者及其加息成员的 DNA 进行

PCR 扩增及基因测序，寻找突变位点。 

结果  患者 RAAS 筛查阳性、卡托普利抑制试验不能抑制。进行家族基因诊断后，发现患者在

KCNJ5(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基因发现一处杂合突变，此突变父母均不携带，考虑为新发突变。 

结论  该患者为散发的 KCNJ5 基因相关的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 

 
 

PU-0501 

原发性高血压病人的护理 

 
马金双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这类疾病若能在高血压并发症出现之前明确诊断,并得到妥善处理,常可获得痊愈。 

方法  目前发现在一些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与维持上均有内分泌因素参与,探讨这一情况,在临床上具

有重要意义。 

结果  本文就内分泌性高血压的种类、诊断程序和方法以及治疗措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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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对于老年高血压病患者而言，其康复护理工作持续时间较长，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患者病情

恢复，并严格执行各项护理措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U-0502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所致难治性高血压一例报告 

 
李红利,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在高血压专科住院的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病因。本文通过对一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

气综合征所致难治性高血压的病例分享，提高临床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一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所致难治性高血压病人的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并相

关文献学习，详细分析病人病情演变、治疗转归及目前国内外对该疾病的认识。 

结果  对该病人进行诊断性治疗后病人缺氧得到纠正，血压逐渐平稳，符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征所致难治性高血压诊断。 

结论  难治性高血压病因学复杂，国内对难治性高血压病因研究并不多。2007 年欧洲高血压指南和

2010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均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AHS) 纳入继发性高血压, 

目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已经成为继发性高血压首位病因。内分泌科医生面对所有高

血压患者时应当将 OSAHS 作为原发病因或加重因素进行鉴别，重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相关性高血压在高血压防治工作中的地位。 

 
 

PU-0503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胰岛素敏感性优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黄晓宇,肖黄梦,陈妍,利泽庭,李延兵,肖海鹏,曹筱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显示醛固酮水平升高可导致代谢异常、糖耐量下降，但结论各异，机制不明。本研究比

较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原醛症）及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糖脂代谢情况，并分析其胰岛素分泌情

况。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 2015 年 12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确诊的原醛症患

者，同期住院年龄、性别、血压匹配的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为对照，收集入选患者人口学资

料，检测血糖、血压、血脂水平，所有患者行口服糖耐量实验（OGTT），并同步检测胰岛素水

平；计算血糖、胰岛素曲线下面积，HOMA-B 及 HOMA-IR。 

结果  入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 80 例，匹配对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43 例。两组患者间年龄、

体重、BMI、平均血压无统计学差异。两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无明显差异。但原醛症组的空腹胰岛素、餐后 2h 胰岛素、胰岛

素曲线下面积、HOMA-B％均明显低于原发性高血压组（p<0.05）；原醛症组的 HOMA-IR 低于原

发性高血压组。相关分析显示空腹胰岛素与 ARR 成明显的负相关（p<0.05）。 

结论  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相比，原醛症患者的糖脂代谢无明显差异，但胰岛素分泌更低，提示原

醛症患者相比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有更高的胰岛素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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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4 

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2A 型 RET 突变及相关文献学习 

 
赵芳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结合病例报道，讨论表现为嗜铬细胞瘤的 MEN2A 型患者经基因检测为 RET 突变的诊断、临

床特征、治疗方法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表现为双侧多发嗜铬细胞瘤的患者资料。 

结果  患者，女，39 岁。因“间断头痛头昏 3 年，加重一周” 于 2016 年 06 月 28 日入院。有高血

压，高血糖，头痛，头昏，四肢乏力等症状。既往有脑出血病史 2 年（右侧肢体遗留运动障碍），

高血压病史 3 年，测血压最高达 200/130mmHg，平素自行规律口服降压药物，入院时控制在

190/110 mmHg。患者父母早逝，共有 4 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姐姐与一个弟弟死因均为高血压。

现存其他兄弟姐妹并未表现出高血压。 

病例有高血压，低血钾，相关儿茶酚胺类物质高，血皮质醇升高，血浆肾素活性升高，血管紧张素

升高。VMA1 及 VMA2 正常，基因筛查发现有 RET 基因 11 号外显子的 634 密码子处 Cys634Tyr

的 TGC-TAC 突变，导致半胱氨酸转变为酪氨酸。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右肾上腺）嗜铬细

胞瘤，肿瘤最大径 11cm。局灶见包膜侵犯，并突破包膜。CD56(+),CgA(+)强，HMB45(-),Ki-

67(+)1%，Melan-A(-),P53(-),S-100(+)灶，Syn(+)强,Vimentin(+),inhibin(-)。B 超示：右肾上腺区

巨大实性占位，左肾旁后腹膜区多发实性占位灶，双侧胸腔积液，腹腔积液。CT 示：双侧肾上腺

正常形态消失，肾上腺区见多发大小不一致软组织肿块影，最大者位于右侧，9.1*7.9cm，内密度

不均，中心见斑片状低密度影，增强后不均性强化，病灶下缘于右肾上极分界不清，右肾受压向下

移位。行“右侧单侧肾上腺切除术”，见右侧肾上腺肿物大小约 10*9cm。 

结论  本文提供的是一个表现为双侧多发巨大嗜铬细胞瘤，经基因检测为多发性内分泌腺瘤 2A 型

的维吾尔族患者，术后出现严重的嗜铬细胞瘤危象。行基因检测，为新疆首次报道的

RETCys634Tyr 突变一例。患者为维吾尔民族，且尚未发现甲状腺异常，未行甲状腺预防性切除手

术。故本文病例为将来进行 RET 突变的种族差异分析提供可能，也为日后继续观察临床表型和自

然病程提供可能。 

 
 

PU-0505 

术前未确诊的肾上腺意外瘤中嗜铬细胞瘤特点分析 

 
刘颖姝 1,3,李乐乐 1,4,窦京涛 1,2,汪保安 2,刘丹丹 2,杜锦 2,杨国庆 2,臧丽 2,王先令 2,巴建明 2,吕朝晖 2,高政南 3,母义明 2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解放军总医院 

3.大连市中心医院 

4.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在肾上腺意外瘤（AI）中术前未能正确诊断出的嗜铬细胞瘤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总结 2012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就诊 AI 中经病理确诊的 103 例肾上腺

嗜铬细胞瘤资料，根据术前内分泌科诊断分为两组：术前诊断为无功能瘤（A 组）16 例；术前诊

断为嗜铬细胞瘤（B 组）87 例。分析两组间临床表现、内分泌激素水平及影像学检查。 

结果  两组间性别、年龄、血压等一般临床特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 组尿儿茶酚胺（CA）升高比

率达 88.9%，与 B 组的 95.1%无统计学差异，尿 CA 升高 2 倍比率、尿多巴胺值、肿瘤最大径及

MRI 阳性率显著低于 B 组（P＜0.05）。随着肿瘤最大径增大诊断嗜铬细胞瘤比例增高（P＜

0.01）。间碘苄胍显像、生长抑素受体显像和 PET/CT 在 B 组的阳性率分别为 87.5%、66.7%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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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尿 CA 高于正常上限的 AI 患者应予以高度关注，必要时可结合间碘苄胍显像、生长抑素

受体显像及应用示踪剂的 PET/CT 等功能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 

 
 

PU-0506 

以糖尿病起病的嗜铬细胞瘤 1 例报告 

 
宁利俐,蔡寒青,沈鸿,杨茂光,王丽娟 

吉大二院 

 

目的  探讨以糖尿病起病的嗜铬细胞瘤的临床特点，分析诊断经验和治疗过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以糖尿病起病的嗜铬细胞瘤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以糖尿病为首发症状就诊，因入院后发现血压波动较大，仔细追问病史，发现病程中曾

出现 1 次黑曚、头晕、头痛，伴有心悸、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测血压 220/120mmHg，休息 10

分钟后复测血压将至 92/49mmHg。患者焦虑、易激动，偶感心前区针刺样疼痛，根据临床线索提

示嗜铬细胞瘤的可能。24 小时血压波动较大，有阵发性高血压、低血压；肾上腺平扫+增强 CT 显

示左侧肾上腺可见团块影，大小约为 70mm×67mm，形态不规整，密度欠均匀，增强扫描后病灶

动脉期可见多发点条状强化，其内低密度影未见强化，与左肾间可见间隙，右侧肾上腺略显增粗。

进一步提检血儿茶酚胺、24 小时尿香草扁桃酸（VMA）结果均提示相关诊断。经给予盐酸酚苄明

术前准备，胰岛素泵调整血糖后，患者转入我院泌尿外科在全麻下行肾上腺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回

报（见图 5）：（左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有坏死，局部呈弥漫性生长，并见有融合呈片的大细

胞巢，局部细胞有轻度异型性，浸润被膜、大血管壁及肾上腺周围组织，脉管内见肿瘤，考虑恶性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左肾）未见肿瘤，（输尿管断端及血管断端）未见肿瘤。免疫组化染色结

果：CgA(+)、Syn(+)、Ki67(1%+)、P53（-）、Calretinin(-)、CD34(+)、D2-40(+)、S-100(部分

+)。术后 3 个月复查 FPG：7.61mmol/L，HbA1c：7.6%，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以糖尿病起病的嗜铬细胞瘤患者相对较少，应尽早行超声、CT 检查，同时对尿香草扁桃酸等

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尽早对嗜铬细胞瘤进行定性、定位诊断。嗜铬细胞瘤有良性与恶性之分，位于

肾上腺的约占 80%-90%，大多数为一侧性，少数为双侧性或一侧肾上腺瘤与另一侧肾上腺外瘤并

存。评估患者状态后尽早进行外科手术是治疗嗜铬细胞瘤的最好办法，但因切除嗜铬细胞瘤有一定

危险性，应密切注意术前、术中及术后患者状态，做好术前准备和术后随访观察。此外，还应进行

嗜铬细胞瘤和 MEN 的基因筛查，如有阳性基因突变者还对家族成员进行相关早期筛查和定期随

访，如存在 MEN 相关基因突变还应注意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筛查发生其他内分泌腺瘤的情况及

内分泌腺体功能检测，提高诊治率。 

 
 

PU-0507 

两种病理类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 

相关临床特征及手术预后比较 

 
马建强,马永宾 

江苏大学附属金坛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病理类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rimary aldosteronism, PA）的相关临床特征及手

术治疗预后比较 

方法  回顾分析三家医院近 15 年所有确诊且行手术治疗的 80 例 PA 患者，其中 APA60 例、

UAH20 例。分别随访其术后血压及相关临床生化指标，并比较两者在相关临床特征间的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391 

 

结果  APA 组女性患者比例、低血钾患者比例及 ARR 均高于 UAH 组，而血钾及基础 PRA 均低于

UAH 组(P <0.05)。两组在其它临床特征及相关靶器官损害发生率之间无显著差异，且两者手术治

疗后高血压预后类似(P >0.05) 

结论  与 UAH 组相比，APA 组患者临床表现更典型，更易出现低血钾及低肾素，而 ARR 多明显升

高。两组手术效果相似，因此对于 APA 和 UAH 患者，手术治疗仍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PU-0508 

从一例 21 羟化酶缺乏症谈内分泌诊断重要性 

 
沈如飞,郑宏庭*,隆敏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例 21 羟化酶缺乏症诊治经过的梳理，谈谈内分泌医生干预的重要性。 

方法  患者女，33 岁，因“发现雄激素升高 7 年”入院，期间多家医院妇产科及中医科检查及治疗，

多次查睾酮(T) 2.18-7.91nmol/L，给予“达英 35”。完善内分泌激素评估，行 ITT 试验，肾上腺 CT

检查和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相关基因检测及 CYP21A2-MLPA，治疗后定期复查。 

结果  T 7.09 nmol/L (0.38-1.97,以下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19.50 nmol/L(34.3-147.7)、孕酮 2.90 

ng/ml (卵泡期<0.1-0.3, 黄体期 1.2-15.9, 绝经期<0.1-0.2)、E2 357.0 pg/ml (卵泡期 21-251, 排卵期

38-649, 黄体期 21-312, 绝经后<10-144)、FSH 2.40 mIU/ml (卵泡期 3.03-8.08, 排卵期 2.55-16.69, 

黄体期 1.38-5.47, 绝经后 26.72-133.41)、促 LH 2.70 mIU/ml (卵泡期 2.39-6.6, 排卵期 9.06-72.24, 

黄体期 0.90-9.33, 绝经后 210.39-64.57)、游离 T 24.56 pg/ml (0.0-4.2)、17-羟基孕酮 106.6 ng/ml 

(卵泡期 0.05-1.02, 排卵期 0.30-2.34, 黄体期 0.1-1.4, 绝经后<0.93)，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187.70 

ng/L (7.2-63.3)、8:00-16:00-24:00 皮质醇 173.5-108.6-32.3 nmol/L，17-酮皮质类固醇、17-羟皮

质类固醇、催乳素、硫酸脱氢表雄酮、立位醛固酮、肾素、甲功、胰岛素生长因子-1、生长激素、

电解质、子宫附件彩超无明显异常，染色体核型提示 46，XX，肾上腺螺旋 CT 见双侧肾上腺明显

增粗，迂曲、蚓状，左右侧最粗分别为 0.9cm、0.8cm，ITT 示皮质醇峰值为 177.7nmol/L。完善肾

上腺皮质增生症相关基因检测提示该患者携带已报道杂合致病突变（p.I173N），MLPA 未发现 

CYP21A2 基因外显子拷贝数改变和热点突变。给予地塞米松治疗后，多次复查 T 0.59-1.98 

nmol/L，且月经周期基本恢复。 

结论  高雄激素血症患者需要内分泌科医生的尽早介入，以发现其根本病因进而针对病因治疗，以

免延误患者病情，造成漏诊。 

 
 

PU-0509 

高雄激素血症鉴别诊断——21 羟化酶缺乏症一例 

 
沈如飞,郑宏庭*,隆敏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例 21 羟化酶缺乏症诊治经过的梳理，谈谈高雄激素的鉴别诊断。 

方法  患者女，33 岁，因“发现雄激素升高 7 年”入院，期间多家医院妇产科及中医科检查及治疗，

多次查睾酮(T) 2.18-7.91nmol/L，给予“达英 35”。完善内分泌激素评估，行 ITT 试验，肾上腺 CT

检查和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相关基因检测及 CYP21A2-MLPA，治疗后定期复查。 

结果  T 7.09 nmol/L (0.38-1.97,以下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19.50 nmol/L(34.3-147.7)、孕酮 2.90 

ng/ml (卵泡期<0.1-0.3, 黄体期 1.2-15.9, 绝经期<0.1-0.2)、E2 357.0 pg/ml (卵泡期 21-251, 排卵期

38-649, 黄体期 21-312, 绝经后<10-144)、FSH 2.40 mIU/ml (卵泡期 3.03-8.08, 排卵期 2.55-16.69, 

黄体期 1.38-5.47, 绝经后 26.72-133.41)、促 LH 2.70 mIU/ml (卵泡期 2.39-6.6, 排卵期 9.06-72.24, 

黄体期 0.90-9.33, 绝经后 210.39-64.57)、游离 T 24.56 pg/ml (0.0-4.2)、17-羟基孕酮 106.6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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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期 0.05-1.02, 排卵期 0.30-2.34, 黄体期 0.1-1.4, 绝经后<0.93)，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187.70 

ng/L (7.2-63.3)、8:00-16:00-24:00 皮质醇 173.5-108.6-32.3 nmol/L，17-酮皮质类固醇、17-羟皮

质类固醇、催乳素、硫酸脱氢表雄酮、立位醛固酮、肾素、甲功、胰岛素生长因子-1、生长激素、

电解质、子宫附件彩超无明显异常，染色体核型提示 46，XX，肾上腺螺旋 CT 见双侧肾上腺明显

增粗，迂曲、蚓状，左右侧最粗分别为 0.9cm、0.8cm，ITT 示皮质醇峰值为 177.7nmol/L。完善肾

上腺皮质增生症相关基因检测提示该患者携带已报道杂合致病突变（p.I173N），MLPA 未发现 

CYP21A2 基因外显子拷贝数改变和热点突变。给予地塞米松治疗后，多次复查 T 0.59-1.98 

nmol/L，且月经周期基本恢复。 

结论  高雄激素血症患者需要内分泌科医生仔细鉴别，以发现其根本病因进而针对病因治疗，以免

延误患者病情，造成漏诊。 

 
 

PU-0510 

合并睾丸残基瘤的 11β-羟化酶缺乏症 1 例及病因探讨 

 
任高飞,栗夏莲,邢晶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11β-羟化酶缺乏症（11β-OHD）合并睾丸残基瘤的原因， 提高临床认识。    

方法  患儿，男，12 岁，足月剖宫产，智力正常，父母非近亲结婚，以“睾丸增大、阴茎增粗 11

年，头晕 7 月”为主诉入院。查全身皮肤色素加深，有少量胡须，牙龈呈暗黑色，面部及背部可见

多个痤疮。阴毛倒三角分布，阴囊皮肤色泽较深，Tanner 分期 3 期，睾丸容积左侧 12ml，右侧

14ml，阴茎长约 9cm。血压 150/110mmHg，血钾 2.86mmol/l，肾上腺增强 CT 示：双侧肾上腺增

生，17-a 羟孕酮 6.69ng/ml↑（0.31-2.01ng/ml），性激素 6 项：FSH3.33mIU/ml，LH2.74 

mIU/ml，T4.13ng/ml，E231.0pg/ml，P1.17ng/ml，PRL17.49ng/ml。ACTH：8 点 371.0pg/ml

（参考值 7.0-61.1 pg/ml），16 点 27.9 pg/ml，0 点 56.8 pg/ml；皮质醇：8 点 1.45μg/dl（7-

27μg/dl），16 点 5.38μg/dl，0 点<1.0μg/dl。睾丸彩超：右侧睾丸中上极见一大小约 14mm 

×13mm 低回声区，提示 实性占位。 

结果  染色体核型为 46，XY，SRY（+），基因检测结果：CYP11B1 基因 c.556 位点 C 碱基缺

失，该变异为移码突变，导致从第 186 位氨基酸 Leu 开始编码发生紊乱，并导致蛋白质翻译提前

终止。受检患者其父该位点为杂合突变，其母该位点未见异常。睾丸占位穿刺病理：镜下见胞浆嗜

酸的细胞呈梁状、条索状排列；免疫组化：Ki-67（约 3%+），Inhibi-a（+），网染（+）；考虑肾

上腺组织。调整激素方案“氢化可的松（20mg）早 2/3 片，地塞米松（0.75mg） 睡前 1/2 片”。 

结论  睾丸残基瘤常见于 CAH 患儿，是睾丸内残留的肾上腺组织形成的良性增生结节，受 ACTH

调节，易误诊为睾丸肿瘤。CAH 患儿应常规筛查睾丸彩超，及时诊断和治疗。 

 
 

PU-0511 

一例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右侧肾上腺切除 2 年随诊报告节右

侧肾上腺切除后随诊 2 年的诊治过程。 

 
朱凌云,孙侃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右侧肾上腺切除后随诊 2 年的诊治过程。  

方法  男性，64 岁，2 年前因糖尿病，高血压，顽固性低血钾，向心性肥胖入院诊断“库欣综合

征”，行双侧肾上腺 CT 发现双侧肾上腺占位，呈结节状。诊断“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增生”，行

右侧肾上腺切除，术后出现蜕皮，体力改善，血压及血糖改善，低血钾缓解。术后 10 月复诊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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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肾上腺大部分切除。查体：无满月脸，颈部及锁骨上脂肪垫（-），皮肤无菲薄，腹部无紫

纹。ACTH：6.13pg/ml(7.2-63.3),皮质醇节律：8am：259.85nmol/l（参考值 240-618），4pm：

262.06nmol/l，0am：256.4nmol/l。过夜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1mg）8am 皮质醇：

190.29nmol/l，过夜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抑制试验（8mg）8am 皮质醇：176.11mol/l。患者虽

然皮质醇节律异常，过夜小剂量及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不被抑制，皮质醇水平不高，未行左侧

肾上腺切除术，建议门诊随诊。2 年来患者应用拜新同 30mgqdpo，血压 140-150/85-90mmHg,诺

和锐 30 早 12u 晚 12u，拜糖平 50mgtid。血糖 5-7mmol/l。  

结果  血糖血压平稳。  

结论  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增生单侧肾上腺切除术后随诊 2 年，血糖血压平稳，另外一侧肾上

腺可临床观察，择期手术。  

 
 

PU-0512 

一例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右侧肾上腺切除 2 年随诊 

 
朱凌云,孙侃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右侧肾上腺切除后随诊 2 年的诊治过程。  

方法  男性，64 岁，2 年前因糖尿病，高血压，顽固性低血钾，向心性肥胖入院诊断“库欣综合

征”，行双侧肾上腺 CT 发现双侧肾上腺占位，呈结节状。诊断“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增生”，行

右侧肾上腺切除，术后出现蜕皮，体力改善，血压及血糖改善，低血钾缓解。术后 10 月复诊拟行

左侧肾上腺大部分切除。查体：无满月脸，颈部及锁骨上脂肪垫（-），皮肤无菲薄，腹部无紫

纹。ACTH：6.13pg/ml(7.2-63.3),皮质醇节律：8am：259.85nmol/l（参考值 240-618），4pm：

262.06nmol/l，0am：256.4nmol/l。过夜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1mg）8am 皮质醇：

190.29nmol/l，过夜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抑制试验（8mg）8am 皮质醇：176.11mol/l。患者虽

然皮质醇节律异常，过夜小剂量及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不被抑制，皮质醇水平不高，未行左侧

肾上腺切除术，建议门诊随诊。2 年来患者应用拜新同 30mgqdpo，血压 140-150/85-90mmHg,诺

和锐 30 早 12u 晚 12u，拜糖平 50mgtid。血糖 5-7mmol/l。  

结果  血糖血压平稳。  

结论  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增生单侧肾上腺切除术后随诊 2 年，血糖血压平稳，另外一侧肾上

腺可临床观察，择期手术。  

 
 

PU-0513 

成人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一例并文献复习分析 

 
魏伟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成人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的临床、病理组织学特征的认识和诊治水平。纠正

临床上未检测出肾上腺轴激素分泌异常即为无功能瘤的临床思维。 

方法  报告并回顾分析本院收治的 1 例成人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患者。 

结果  术前常规评估该患者垂体-肾上腺轴激素分泌无异常，手术行腹腔镜顺利切除肾上腺肿物，经

病理组织学证实为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 

结论  成人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极少见的恶性肿瘤，预后极差，早期发现治疗可提高其生存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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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4 

血压正常的偶发嗜铬细胞瘤围手术期血压及心率特点 

 
刘颖姝 1,3,李乐乐 1,4,窦京涛 1,2,汪保安 2,杜锦 2,杨国庆 2,臧丽 2,王先令 2,巴建明 2,吕朝晖 2,高政南 3,母义明 2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解放军总医院 

3.大连市中心医院 

4.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血压正常的偶发嗜铬细胞瘤围手术期血压及心率特点，为此类患者制定围手术期方案提

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总结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就诊肾上腺偶发瘤中经病理确诊为单

侧嗜铬细胞瘤的 104 例患者资料。根据是否有高血压分为血压正常的偶发嗜铬细胞瘤(NIP)组(50 例)

和有高血压的偶发嗜铬细胞瘤(HIP)组(54 例)。分析 2 组间一般临床资料及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特

点。 

结果  (1)NIP 组年龄、尿去甲肾上腺素、酚苄明用药剂量及用药时间低于 HIP 组(均 P＜0.05)；

(2)NIP 组麻醉前血压、术中最高血压及术中液体入量更低(均 P＜0.05)，2 组间术中血压波动范

围、心率波动范围、血压升高程度、最低 MAP 及血管活性药应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2 组间收

缩压升高程度(高于 30%麻醉前收缩压、200 mmHg(1 mmHg=0.133 kPa)、180 mmHg、160 

mmHg)、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术中及术后低血压的例数或次数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进

一步以年龄 50 岁、酚苄明剂量 40mg/d、肿瘤直径 50 mm 及麻醉前血压 130/80 mmHg 对患者进

行分层，2 组间术中血压及心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围手术期是否发生低血压与酚苄明的

剂量及用药时间无关。NIP 组围手术期低血压的发生也与酚苄明及术中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无关。 

结论  NIP 患者围手术期血压及心率变化与 HIP 患者相似，应给与充分的围手术期准备，避免围手

术期血流动力学剧烈波动。 

 
 

PU-0515 

双侧肾上腺皮质腺瘤导致 ACTH 

非依赖性库欣综合征一例：病例报告和文献回顾 

 
顾钰琳,谷伟军,窦京涛,吕朝晖,李杰,张赛春,杨国庆,郭清华,巴建明,臧丽,金楠,杜锦,裴育,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我们报道了一例罕见的双侧肾上腺皮质腺瘤（bilateral adrenocortical adenomas, BAAs）导

致 ACTH 非依赖性库欣综合征的病例，目的为强调肾上腺静脉取血（ adrenal venous 

sampling, AVS）在术前评估 BAAs 功能状态方面的重要作用。 

方法  该患者是一名 31 岁的女性，具有典型的库欣外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显示葡萄糖耐量降

低，胰岛素和 c-肽水平显著升高。她的基线血清皮质醇和尿液游离皮质醇升高，并且昼夜节律消

失，并且不能被地塞米松抑制。DDVAP 刺激试验显示峰值水平延迟，峰值为基线值的 1.05 倍。双

侧 AVS 结果表明 BAAs 的可能性大。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双侧肾上腺腺瘤合并肾上腺萎缩性

（右侧：3.1x2.0x1.9cm;左侧：2.2x1.9x2.1cm）。磁共振扫描显示脑垂体无异常。该患者首先进

行经腹腔镜左侧肾上腺肿块切除术，3 个月后又进行经腹腔镜右侧肾上腺肿块切除术。两侧占位的

活检结果均显示为肾上腺皮质腺瘤。 ACTH 和 F 评估显示左侧子宫切除术后显着下降，但仍无法

抑制，且昼夜节律消失。双侧腺切除术后，此患者至今补充泼尼松。 

结果  单侧肾上腺肿瘤切除后血清皮质醇和 ACTH 呈显著下降趋势，但仍无节律，并且不能被地塞

米松抑制。双侧腺瘤切除后，该患者出现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补充泼尼松至今。其所有症状在双

侧腺瘤切除后均缓解，血压正常，无任何水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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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BAAs 导致 ACTH 非依赖性库欣综合征很少见，该病例报道显示 AVS 在手术前获得 BAAs 的

功能状态信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PU-0516 

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综合征 1 型一例 

 
颜子,谢晓娜,高影,李卓,刚晓坤,王桂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综合征 1 型 （autoimmune polyendocrine syndrome type 

1, APS-1）的诊断。 

方法  男，15 岁，汉族，因乏力、腹泻、呕吐 4 天，加重伴胸闷 3 天入院。患者 3 岁时反复出现口

腔白色念珠菌感染。父母为表兄妹。查体：体温 36.5ºC， 脉搏 87 次/分，呼吸 20 次/分，血压

105/80mmHg。体型消瘦，面色暗，皮肤褶皱、乳头、乳晕口唇及牙龈色素明显沉着。心肺腹未见

异常。辅助检查：血生化：钠（122.7 mmol/l)、氯（87.2 mmol/l）、葡萄糖（2.86 mmol/l）降低, 

钾离子（5.88 mmol/l）升高；24 小时尿钠（337.3 mmol/l）及尿氯（296.4 mmol/l）升高，尿钾

（31.0 mmol/l）及尿磷（13.5 mmol/l）降低。血皮质醇降低，ACTH 升高，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

（62.18 mmol/l）降低。肝功：总胆红素（165.6 µmol/l）及间接胆红素（159.7 µmol/l）升高。甲

状旁腺激素(<1 pg/ml)降低。促甲状腺激素（12.82 µIU/ml）升高，游离 T3（2.65 pmol/l）降低,甲

状腺球蛋白抗体（4000 IU/ml）及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534.2 IU/ml）升高。 血常规、尿常

规未见明显异常。Coombs test 阴性，抗 ANCA 抗体（-），糖尿病自身抗体（IAA、ICA、GAD-

Ab 及 IA2-Ab）阴性。腹部 CT 平扫提示脾脏形态改变（脾体积减小），胆囊密度欠均匀，考虑胆

汁淤积。甲状腺彩超提示甲状腺形态正常，腺体回声增粗，分布不均匀，见散在分布的结节样低回

声。双眼无角膜溃疡及白内障。 

结果  诊断为 APS-1,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脾萎缩。 

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提示患者自身免疫调节基因（autoimmune regulator, AIRE）外显子 1 上发现纯

合突变 c.47C>G; p.T16R。父母均为杂合携带者。 

结论  APS-1 又称多内分泌腺病-念珠菌病-外胚层营养障碍, 典型的三联征包括慢性皮肤念珠菌病、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及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上述三种疾病中存在两种即可诊断该

病，或一种如有相应家族史。APS-1 亦可合并其他内分泌腺或非内分泌腺自身免疫性疾病。对疑似

病例进行基因诊断有可能早期确诊。 

 
 

PU-0517 

双侧肾上腺占位的病因分析 

 
张诗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 1994-2017 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诊治的双侧肾上腺占位患者的病因构成，分析疾

病谱变迁趋势，并对其病因构成特点进行深入分析，以指导临床工作。 

方法  1. 收集 1994 年至 2017 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诊治的所有双侧肾上腺占位患者的病历资

料，包括：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术后病理诊断等，对双侧肾上腺占位

的病因构成进行回顾性总结和分析。2. 对其中行内分泌功能评估的双侧肾上腺占位患者进一步分

析，总结其病因构成特点。 

结果  1. 24 年间我院共收治双侧肾上腺占位患者 260 例，其中 75 例（28.8%）为双侧肾上腺增

生，居首位，之后依次为双侧肾上腺腺瘤 71 例（27.3%）、双侧肾上腺转移癌 51 例（19.6%）、

双侧肾上腺占位病因不同 27 例（10.4%）、双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 13 例（5.0%）及其他（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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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结核 7 例、髓样脂肪瘤 4 例、淋巴瘤 2 例、血肿 1 例、肾上腺皮质腺癌 1 例、恶性肿瘤 1 例）。

2. 行内分泌功能评估的双侧肾上腺占位患者共 194 例，按内分泌功能结果进行分类，肾上腺无功

能占位 111 例（57.2%），居于首位，之后分别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34 例（17.5%）、嗜铬细

胞瘤 15 例（7.7%）、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 13 例（6.7%），功能未确定 10 例（5.2%)、肾上腺皮

质功能减退 6 例（3.1%），库欣综合征 5 例（2.6%）。功能性病变中，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库

欣综合征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分别由 0 升至 19.6%和 3.1%，先天性肾上腺增生、肾上腺皮质功

能减退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分别由 57.1%和 14.3%降至 3.7%和 1.8%。 

结论  近 24 年来我院收治的双侧肾上腺病例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按病种分类，双侧肾上腺增生最常

见，此后依次为双侧肾上腺腺瘤、双侧肾上腺转移癌、双侧肾上腺占位病因不同、双侧肾上腺嗜铬

细胞瘤等。按内分泌功能结果进行分类，无功能性病变居于首位，功能性病变疾病谱有所改变，原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库欣综合征呈上升趋势，先天性肾上腺增生、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呈下降趋

势。 

 
 

PU-0518 

在育龄期高雄激素女性中筛查非典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张梅,王静,秦瑶,马翔,崔岱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女性高雄激素血症病因复杂，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是由基因突变导致肾上腺皮

质激素生物合成过程中必需酶缺陷从而使肾上腺皮质类固醇合成障碍引起的一组疾病，其中非经典

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NC-CAH)症状隐匿，临床易漏诊。本研究初步了解育龄期高雄激素女

性中 NC-CAH 的患病情况。 

方法  筛查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因“不孕”就诊的育龄期高雄激素血症女性 15 例，检

测血激素水平、糖脂代谢指标、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兴奋试验，并完善附件 B 超及肾上腺

CT，必要时行全基因分析。 

结果  15 例患者血清睾酮[T，(3.0±1.0)nmol/L]高于正常值 0.35-2.6nmol/L)，硫酸脱氢表雄酮

[DHEAS，(6.7±4.2)umol/L]在正常范围内 (0.2-10.6umol/L)。根据临床表现、糖脂代谢指标、B 超

结果（卵巢多囊样改变）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8 例，占 57.1%。根据 ACTH 兴奋试验

诊断为 NC-CAH 4 例，基因分析确诊为 21 羟化酶缺陷症(21OHD)，占 28.5%。另外 3 例为特发性

高雄激素血症，占 21.4%。NC-21OHD (n=4)的 T、孕酮（P）、皮质醇(F)、ACTH 等指标与其他

高雄激素患者(n=11)相比没有明显差异[(3.3±1.9)vs(3.0±0.5)nmol/L，(2.8±2.2)vs(2.7±2.3)nmol/L，

(229.0±130.1)vs(280±89.0)nmol/L，(58.6±38.4)vs(21.1±12.2)pg/ml，P>0.05]；而基础 17OHP 显

著高于其他患者[(121.2±133.4)vs(2.6±4.2)ng/ml，P<0.05]。ACTH 兴奋后，NC-21OHD 患者的 30

分钟、60 分钟 17-OHP 均显著增高[(211.8 ±124.7)vs (3.0±0.9)ng/ml，(216.0±118.9)vs (3.1±1.2) 

ng/ml，P<0.05]。通过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4 例 NC-21OHD 患者中 3 例成功妊娠。 

结论  本研究 NC-21OHD 疾病的患病率占高雄激素血症患者比例高于既往报道，考虑研究对象均为

育龄期不孕的患者。基础 17-OHP 及 ACTH 兴奋试验对鉴别 NC-21OHD 与其他女性高雄激素血症

有重要意义，而检测 CYP21A2 基因的突变是确诊 NC-CAH 的依据，明确诊断能提高 NC-21OHD

患者的受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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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9 

双侧肾上腺占位 1 例报道 

 
赫广玉,谢晓娜,王刚,郭蔚莹,王桂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双侧肾上腺占位的病因鉴别及肾上腺淋巴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乏力伴发热”患者。该患 3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间断乏力，伴多汗、食欲减

退、消瘦，偶有胸闷气短，1 个月前于社区医院体检发现“肾上腺占位”，10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

热，体温最高 38.5℃，伴咳嗽、咳痰症状，于外院诊断为“双肺肺炎”，给予抗感染后，仍有间断发

热且热型无特点，为求系统诊治就诊于我科。近 3 月体重减轻 5kg。查体：体温 38.3℃，心率及脉

搏 114 次/分，血压 106/60mmHg。双侧腹股沟区可触及增大的淋巴结，较大的位于右侧腹股沟下

侧，约 3×2cm，质均硬，无触痛，无活动性。辅助检查：血 ACTH（8 时）5.58pmol/L↑，血皮质

醇（8 时）299.09nmol/l，24h 尿游离皮质醇 739.44nmol/l。血常规： HB 95g/L，PLT 87×109/L。

血沉 76mm↑。β2 微球蛋白 5.37mg/L↑，LDH 662U/L↑。结核 T 斑点试验及痰结核杆菌涂片 阴性。

EB 病毒 阴性。全身浅表淋巴结超声：双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肾上腺 CT：双侧肾上腺占位性病

变，呈均匀密实影。双侧肾上腺区、腹膜后、双侧腹股沟多发肿大淋巴结。 

结果  右侧肾上腺穿刺病理：恶性肿瘤，倾向淋巴瘤。右侧腹股沟淋巴结活检病理：非霍奇金淋巴

瘤 ，WHO 分类：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非特殊类型）non-GCB 亚型。骨髓涂片及活检：未见淋

巴瘤细胞。诊断为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非特殊型）non-GCB 亚型 IIE 期

A（高危组），累及双侧肾上腺区、腹膜后、双侧腹股沟。于肿瘤科行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

春地辛、表柔比星、强的松【R-CHOP】方案化疗 5 个疗程后，行 PET-CT 提示淋巴瘤达到完全缓

解。 

结论  回顾文献，肾上腺占位患病率约 4%，其中 15%为双侧占位。双侧肾上腺占位常见病因为转

移瘤、肾上腺出血、浸润性病变（淋巴瘤）等，淋巴瘤及转移瘤约占 16%。肾上腺的淋巴瘤多为

继发性，但缺乏特异的临床表现，可伴有肾上腺功能减退。约 25%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可累及肾上

腺，以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最多见，累及双侧肾上腺、NGB 分型、腹膜后淋巴结转移者预后较

差，常用【R-CHOP】化疗方案。 

 
 

PU-0520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左心室肥厚与钙磷代谢指标的关系 

 
林莹,张少玲,唐菊英,张小云,尤丽丽,黎锋,郭颖,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患者较原发性高血压（EH）患者有更严重的心脏靶器官损害，

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 PA 患者和 EH 患者钙磷代谢情况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不同钙磷代谢指标与

PA 患者左心室结构指标的关系，为研究钙磷代谢紊乱参与 PA 患者心脏靶器官损害的可能机制提

供线索。 

方法  选择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因“高血压查因”住院确诊的资料完整的病例，按性别、

年龄、血压水平及高血压病程等相匹配的原则纳入 110 例 PA 患者和 110 例 EH 患者，其中 PA 患

者中醛固酮瘤 86 例，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24 例，男性 42 例，女性 68 例，PA 组和 EH 组年龄、

高血压病程分别是[(44.7±9.9)比(44.9±10.0)mmHg，4.0(1.0~8.0)比 3.0(1.4~9.0)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比较两组样本的钙磷代谢情况和左心室结构的差异，进一步线性回归分析左心室质量指数

（LVMI）的影响因素。 

结果  PA 组的血钙[(2.22±0.16)比(2.29±0.10)mmol/L]、血磷[(1.00±0.20)比(1.13±0.20)mmol/L]水

平低于 EH 组的水平（均 P＜0.01），甲状旁腺素（PTH）水平在 PA 组显著升高[(71.94±33.92)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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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3±19.94)ng/L，P＜0.01]，碱性磷酸酶（ALP）在两组中没有统计学差异。PA 组和 EH 组的

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室间隔厚度（IVST）差异无统计学

意 义 ， 而 进 一 步 分 析 发 现 PA 组 的 LVMI 显 著 高 于 EH 组 [201.2(162.4~251.4) 比

155.5(131.4~176.1)g/m2，P＜0.01]。相关性分析显示，PA 组 LVMI 与醛固酮水平、PTH 水平、

血钙浓度、入院收缩压呈正相关（r=0.399, 0.676, 0.431, 0.602, P＜0.01），与血钾浓度和血磷浓

度呈负相关（r=-0.247 和-0,507, P＜0.01）。进一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PA 组的血磷和 PTH

是 LVMI 的影响因素（β=-0.264, 0.607, P＜0.01）。全部样本中，入院收缩压、醛固酮、PTH、血

钙是 LVMI 的影响因素（分别是 β=0.292, 0.244, 0.416, 0.241, 均 P＜0.05）。 

结论  PA 组中 PTH 水平较 EH 组升高，而血钙和血磷浓度降低。PA 组中 PTH 和血磷可能参与左

心室肥厚的发生。 

 
 

PU-0523 

4 例阵发性高血压伴肾上腺结节临床病例分析 

 
姜宗淼,刚晓坤,崔海英,李艳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对于阵发性高血压伴大汗、头痛等症状且伴有肾上腺结节时经常怀疑嗜铬细胞瘤的可能

（PHEO），但却只有 0.05%-0.2%阵发性高血压患者诊断为 PHEO，异位嗜铬细胞瘤更是少见。

近年伪嗜铬细胞瘤逐渐受到关注，心理因素、精神创伤史等对血压的影响被多医生重视，不同诱因

导致的阵发性高血压治疗上也存有差异，为明确不同类型高血压在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及治疗上的

差异。 

方法  对 4 例阵发性高血压同时伴有肾上腺结节患者的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  4 例临床病例中均具有阵发性高血压及肾上腺占位性病变的特点，病例 1 为嗜铬

细胞瘤，病例 2 为异位嗜铬细胞瘤，病例 3 为伪嗜铬细胞瘤，病例 4 为阵发性的原发

性高血压。 

结论  当阵发性高血压患者，伴有大汗、头痛、面红等症状，血、尿儿茶酚胺、间碘苄胍扫描等辅

助检查不支持嗜铬细胞瘤诊断时，心理疾病同样可以引起嗜铬细胞瘤样症状的意识，临床上称为伪

嗜铬细胞瘤。1996 年 Mann 曾经报道：抑制而不是被察觉的心理因素是发作性高血压的心理起

源，大部分患者承认曾受过虐待或经受创伤，但后来抑制了创伤相关的不良情绪，因此交感神经系

统的激活与身心疾病往往不被察觉。但是这种被抑制的情感在潜意识中并未被移除，它可能是导致

难以解释的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及阵发性血压升高，同时可累及各个系统,如手麻、心悸、出汗、胸

闷等，该病特点是起病急，数分钟内症状可达高峰。在治疗上此类患者在控制高血压中应用 β 受体

拮抗剂效果好于 α 受体拮抗剂。临床工作中遇到阵发性高血压患者，首先应行继发性高血压因素的

排查，特别是嗜铬细胞瘤。另外嗜铬细胞瘤约 80-90%位于肾上腺占位，CT、核磁及间碘苄胍扫描

是鉴别嗜铬细胞瘤的具体位置的重要手段。在完善检验及检查指标的同时，不可忽视患者心理应激

及情感因素及药物因素对血压的影响，根据不同的病因选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PU-0524 

嗜铬细胞瘤术中血流动力学波动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因素 

 
江敏纯,郭颖,梁颖,唐菊英,向柯旭,张少玲,严励,程桦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目前嗜铬细胞瘤手术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及术后并发症时有发生，

但国内较少有研究探讨这两者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总结嗜铬细胞瘤术中血流动力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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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及术后并发症的情况，并进一步探索其发生的影响因素，为临床预测手术风险，进一步做好围手

术期管理，降低治疗风险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分析 200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行手术治疗且经病

理确诊为嗜铬细胞瘤的 134 例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临床特征、术前药物准备、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

参数及术后并发症等资料。以术中收缩压>200 mmHg 或<80 mmHg 作为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

判断标准，术后并发症的分级按 Clavien-Dindo 标准进行收集及判定。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究嗜铬细胞瘤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及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  134 例患者（男性 62 例，平均年龄 43.1±14.9 岁）中，出现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有 44

例（32.8%）。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肿瘤直径>50 mm（OR=2.526；95% CI 

1.163–5.485；P=0.019），糖尿病/糖尿病前期（OR=2.251；95% CI 1.039–4.876；P=0.040）和

术前收缩压波动>50 mmHg（OR=3.163；95% CI 1.051–9.522；P=0.041）是术中血流动力学不

稳定的独立危险因素。在独立危险因素个数为 0，1，2 或 3 个时，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发生率

分别为 8.9%（4/61）, 42.6%（26/61）, 47.8 %（11/23）和 60%（3/5）。术后共有 28 例

（20.1%）出现并发症，其中 Clavien-Dindo I 级，II 级，III 级及 IV 级分别为 14，11，0 和 3 例。

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OR=6.840；95% CI 2.750–17.011；

P<0.001）是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唯一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嗜铬细胞瘤术中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较为常见，肿瘤直径、合并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术前

收缩压波动是其独立危险因素；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是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

上，对肿瘤直径较大、合并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术前收缩压波动较大的患者，需要严格做好术前

准备并加强术中血流动力学的监测。     

 
 

PU-0525 

双侧肾上腺病灶的病因分析 

 
史佳乐,程庆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肾上腺意外瘤及相关病灶的发现越来越多，尤其是双侧肾上腺病灶

的病因诊断对临床工作提出了极大挑战，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双侧肾上腺病灶的病因谱，

为临床诊断提供借鉴。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就诊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共计 929 例影像

学表现为肾上腺病变的患者的临床资料，筛选出 139 例影像学表现为双侧肾上腺病灶的患者，由具

有 10 年以上肾上腺疾病诊治经验的临床医生依据国内外公认指南，结合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及辅助检查，判定其病因。 

结果   我院影像学表现为双侧肾上腺病灶的患者,其病因共有 11 种，以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最为常

见，占比 32%；其次为非 ACTH 依赖性皮质醇增多症和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分别占比

16%，16%；其余 8 种疾病如嗜铬细胞瘤、肾上腺髓质增生症、肾上腺髓脂瘤、ACTH 依赖性皮质

醇增多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无功能腺瘤或增生共占比 36%。其中引起原发性肾上腺皮

质功能减退症的病因中，肾上腺结核占首位，占比 64%，其余病因如肾上腺淋巴瘤、自身免疫

性、转移癌、肾上腺癌合计占比 36%。 

结论   双侧肾上腺病灶病因复杂，鉴别诊断相对困难，由于影像学资料的作用有限，临床医生需结

合患者的临床资料仔细甄别。影像学表现为双侧肾上病灶的患者中,临床上以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最为常见；而对于部分少见肾上腺疾病，不能掉以轻心，应紧跟国内外疾病研究的步伐，不断总结

经验，避免误诊或漏诊。探讨双侧肾上腺疾病的病因，对于指导肾上腺疾病的精准诊疗有一定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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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6 

库欣综合征筛查中不同剂量过夜地塞米松 

抑制试验诊断价值的比较 

 
王宁,郑冬梅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评价不同剂量(1 mg 和 2 mg)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ODST)在库欣综合征筛查中的诊断价

值，探究最佳筛查药物剂量和诊断切点，以提高临床工作中对该疾病的检出率，减少药物对人体可

能造成的不良反应。 

方法  对 2000 至 2017 年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收治并确诊的 96 例库欣综合征患

者及 61 例临床怀疑经完善检查排除库欣综合征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在相同诊断切

点下，比较不同剂量试验后血清皮质醇抑制程度及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在相同剂量药物下，比较

不同诊断切点在疾病筛查中的敏感性、特异性。 

结果  在 1mg 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中，库欣综合征组皮质醇抑制率为 17.9%，非库欣综合征组为

78.7%；在 2mg 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中，库欣综合征组皮质醇抑制率为 24.2%，非库欣综合征

组 为 87.2% 。 以 试 验 当 天 8:00 血 清 皮 质 醇 为 基 础 值 ， 以 次 日 8:00 血 清 皮 质 醇

<50nmol/L(1.8µg/dl）为库欣综合征诊断切点，1mg ODST 诊断库欣综合征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

为为 100%、42.8%；2mg ODST 诊断库欣综合征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为 100%、69.7%、30.3%；

若以次日 8:00 血清皮质醇<138nmol/L(5µg/dl）为库欣综合征诊断切点，1mg ODST 诊断库欣综合

征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为 100%、85.7%,2mg ODST 诊断库欣综合征的敏感性、特异性为

100%、93.9%。 

结论  在库欣综合征的筛查中，2mg 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对血清皮质醇抑制程度更为显著；在相

同诊断切点下，2mgODST 与 1mg 相比诊断敏感性无明显差别，特异性更高；进行相同剂量药物

试验时，以次日 8:00 血清皮质醇<138nmol/L(5µg/dl）为库欣综合征诊断切点，诊断敏感性无明显

差别，特异性更高。综上所述，在库欣综合征筛查过程中，以次日 8:00 血清皮质醇

<138nmol/L(5µg/dl）为库欣综合征诊断切点，进行 2mg ODST 的诊断准确性明显提高，诊断更为

准确，值得在实践中推广应用。 

 
 

PU-0527 

Gitelman 综合征 2 例报告 

 
邢倩,李静,李昌臣,杜建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 Gitelman 综合征（GS）的 2 例病例特点及诊治方案，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制定合理

化、个性化诊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 GS 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 GS 的诊治要点。 

结果  病例 1，男，15 岁，发作性头痛、头晕、手足麻木、抽搦、意识不清、晕厥 2 月就诊，血压

110/80mmHg。血钾 2.57 mmol／L、血镁 0.54 mmol／L、血氯 100 mmol／L，尿钾定量 42 

mmol／d、尿钙/尿肌酐 0.03，氯离子排泄分数 1.53%，动脉血 PH 7.446、标准碳酸氢盐 25.9 

mmol／L，DRC 165.3 μIU/ml、PRA 3.8 ng/ml/h、AⅡ 138.73 pg/ml、Ald 140.32 pg/ml。基因检

测发现 SLC12A3 有 2 个错义突变，第 12 号外显子，c.1567G＞A，p.Ala523Thr；第 15 号外显

子，c.1909C＞T，p.His637Tyr。GS 诊断明确，予氯化钾片 3g/ d，血钾升至 3.5 mmol/L。病例

2，男，36 岁，未婚。表现为四肢软瘫、精神萎靡、夜尿增多、抵抗力下降。儿童期发现低血钾。

发育正常。2009 年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行基因检测发现 SLC12A3 基因外显子突变，确

诊 GS，病程长达 30 余年。血压 110/70mmHg。血钾 1.93 mmol／L、血镁 0.56 mmol／L、血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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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mmol／L，尿钾定量 118 mmol／24h、尿钙/尿肌酐 0.05，氯离子排泄分数 1.05%，动脉血 PH 

7.459、标准碳酸氢盐 26.4 mmol／L，DRC 426.5 μIU/ml、PRA 5.25 ng/ml/h、AⅡ 90.63 pg/ml、

Ald 310.14 pg/ml。口服补钾补镁，氯化钾片 4g /d，门冬氨酸钾镁片 6co/d，门冬氨酸钾镁液

20ml/d，螺内酯 120mg/ d，血钾 3.20~3.28 mmol/L。 

结论  具有低血钾、低血镁、低氯性代谢性碱中毒、低尿钙、血压正常或偏低及 RAAS 活性增高典

型表现的患者可临床诊断 GS，确诊依赖于 SLC12A3 基因检测。推荐所有患者及其一级亲属均应

行基因检测。 对 GS 患者补钾、补镁治疗是基础，必要时联合螺内酯或依普利酮。 

 
 

PU-0528 

ACSL4 在肾上腺组织皮质醇激素合成中的作用 

 
王薇 1,Wenjun Shen2,Fredric B. Kraemer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美国斯坦福大学 

 

目的  长链脂酰辅酶 A 合成酶 4（ACSL4）是胆固醇合成胆固醇酯过程中的重要的酶，胆固醇酯是

在肾上腺中合成皮质醇激素时的首选原料。本研究拟探究 ACSL4 缺乏时对肾上腺组织中皮质醇激

素合成的影响。 

方法  取 16 周龄的 ACSL4 KO 小鼠和正常对照小鼠杀检（n=8），用实时定量 PCR 方法测定正常

对照小鼠中，不同组织中 ACSL4 的 mRNA 表达水平。比较 ACSL4 KO 小鼠与正常对照小鼠的肾

上腺组织中总胆固醇的水平，以及比较两组间肾上腺组织胆固醇酯的含量。测定在 ACSL4 KO 小

鼠与正常对照小鼠的肾上腺组织在基础状态下及 cAmp 刺激下皮质醇激素分泌能力的差异。 

结果  ACSL4 在正常对照小鼠中皮下脂肪组织、腹膜后脂肪组织、心脏、肾脏、肾上

腺、肝脏、骨骼肌、卵巢/睾丸、脾脏等多个组织广泛分布，但在肾上腺组织中表达最

高。在 ACSL4 KO 小鼠的肾上腺组织中 ACSL4 的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在

ACSL4 KO 小鼠与正常对照小鼠的肾上腺组织中总胆固醇的表达水平两组间无统计学

差异, 肾上腺组织中胆固醇酯的水平在 ACSL4 KO 组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分别为 

0.62±0.12 vs. 1.23±0.21 （ug/ug protein）(P<0.05)  。在基础状态下肾上腺组织皮质

醇分泌水平在 ACSL4 KO 小鼠和正常对照小鼠分别为 447.81±135.38 vs. 

314.09±136.24(ng/ml)，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在 cAmp 刺激下肾上腺组织皮质醇分

泌水平在 ACSL4 KO 小鼠显著低于正常对照小鼠，分别为 754.59±93.53 

vs.1593.4±467.98(ng/ml) (P<0.05)。 

结论  基础状态下 ACSL4 缺乏对肾上腺皮质醇分泌能力无明显影响。在 cAmp 刺激下

需要大量皮质醇激素分泌时，ACSL4 缺乏的小鼠肾上腺皮质醇分泌能力明显下降。 

 
 

PU-0529 

妊娠合并 Cushing 综合征 1 例临床报道及文献复习 

 
秦瑶,张梅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库欣综合征（Cushing syndrome, CS）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肾上腺分泌过量糖皮质激素所致的

一组症候群，常导致女性患者月经减少、不规律或停经，有排卵障碍，不易受孕。因此未经治疗的

CS 合并妊娠的病例较为罕见，迄今文献报道仅 100 余例。现报道 1 例本院收治的妊娠合并 CS 病

例，通过分析其临床特征及检验结果，对这类疾病的诊治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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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5 年 2 月收治 1 例 32 岁女性，因“停经 26 周，发现血糖升高 6 天”入院。查体：BMI 

28.62 kg/m2，Bp130/80mmHg。向心性肥胖，满月脸，水牛背，脐周可见大量粗大紫纹。外院诊

断为单胎中孕，妊娠糖尿病？入院后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0、1、2 小时血糖为 4.59、8.19、

11.1 mmol/L；电解质正常；8:00、16:00、24:00 血浆皮质醇为 800、750、720 nmol/L（170-

440），ACTH 为 1.0、1.0、1.0 pg/mL（7.2-63.3），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 3270 nmol（108-

961）。午夜法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后，皮质醇不能被抑制（抑制率 16.25%）。肾上腺超声

示右侧肾上腺区见 25*18mm 稍高回声。患者拒绝行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及肾上腺 MR。出院

诊断为妊娠合并 CS，肾上腺占位。患者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血糖控制可。2015-03-22 日早产，顺

产一名女婴，新生儿 Apgar 评分 10 分。患者产后 2 月再次住院诊治，查血糖、血压及电解质正

常；8:00、16:00、24:00 血浆皮质醇为 220、190、180 nmol/L，ACTH 为 1.0、1.0、1.0 pg/mL。

午夜法小、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皮质醇均不能被抑制（抑制率均为 0%）。肾上腺 CT 示右

侧肾上腺占位，考虑肾上腺腺瘤可能大。患者于 2015 年 07 月 22 日行腹腔镜下右肾上腺部分切除

术。 

结果  术后病理为肾上腺皮质腺瘤。术后血糖恢复正常，予醋酸泼尼松 5mg tid 替代治疗。后药物

逐渐减量，现停用醋酸泼尼松 1 年余，复查皮质醇及 ACTH 均正常。 

结论  妊娠合并 CS 临床较为罕见，诊断相对困难，唾液皮质醇及妊娠中晚期 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

水平（高于正常上限 3 倍）可用于妊娠 CS 的诊断。轻症者可保守治疗控制合并症，美替拉酮及卡

麦角林可用于妊娠 CS。理想的治疗方式为孕中期手术，术后氢化可的松替代治疗常剂量偏大，以

避免母体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增加母婴风险。 

 
 

PU-0530 

肾上腺醛固酮－皮质醇共分泌瘤 2 例及文献回顾 

 
谭建宇,程庆丰,李启富,张莹宵,杨琴,杜志鹏,杨淑敏,何文雯,宋颖,胡金波,杨溢,张尧,何云峰,重庆 Conpass Group,苟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报道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经治的两例肾上腺醛固酮-皮质醇共分泌瘤

（aldosterone-and cortisol-producing adenoma A/CPA）病人，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性分

析总结，总结出该病的临床特点，及在诊治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治的 2 例及既往国内文献报道的 12 例 A/CPA 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国内

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总结。 

结果  病例回顾性分析中共纳入 14 例患者，就诊平均年龄 49.84±9.74 岁，男 4 例，女 10 例，女

性占比 71% 。平均肾上腺肿瘤最大直径为 3.24±1.4cm。平均血浆醛固酮水平 49.07±34.16 

ng/dl。最高血压范围 115-200/72-140mmHg。A/CPA 患者大部分都表现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PA）合并亚临床库欣综合征（SCS），即有顽固性高血压、血钾正常或低钾血症，但无典型的

库欣综合征临床表现。12 例患者选用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报告均证实为肾上腺皮质腺瘤，其中一

例患者术后未行肾上腺皮质激素替代治疗，出现了肾上腺功能减退表现。 

结论  A/CPA 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病率相较于单纯的 PA 患者升高，比如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或

者中风的发生，代谢性疾病比如糖耐量异常的发病率也更高，A/CPA 还会导致患者骨密度下降。

且在行肾上腺静脉取血时，如果肾上腺醛固酮腺瘤(APA)合并皮质醇分泌可能会造成对侧肾上腺的

皮质醇水平被抑制，导致优势分泌侧的矫正醛固酮值（同侧肾上腺静脉血浆醛固酮水平/同侧肾上

腺静脉血浆皮质醇水平）出现假阴性，这会错误地将患者诊断为无优势分泌侧，使患者错失手术治

愈的机会。A/CPA 患者如未在围手术期进行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可能会出现术后肾上腺皮质功

能减退症状甚至肾上腺危象。这类患者的腺瘤平均直径为 2.62±1cm，相较于单纯 APA 患者更大，

且相较于单纯原醛病人通常表现出年龄更大、血钾水平更高、醛固酮基线水平更低、更低的尿钾水

平以及更低的醛固酮/肾素比值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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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临床医生常规让每一个 PA 病人在行 AVS 或行肾上腺腺瘤手术前都进行地塞米松抑制实

验以排除合并库欣综合征的可能。从而避免错误判断 AVS 结果，也可避免术后肾上腺功能减退和

肾上腺危象的发生。 

 
 

PU-0531 

肾上腺皮质癌 1 例报告 

 
朱珠,高政南,李欣宇,冯秋霞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王某某，女，5 岁 5 个月。入院前 2 个月开始出现面部皮疹，皮疹为红色，有白色脓头，分

布于双颊及额头。同时体重明显增长，2 月内增长约 7kg。于大连市儿童医院就诊行腹部 CT 检查

发现左侧肾上腺占位。为进一步手术治疗收入我院泌尿外科。 

方法  既往体健，第一胎第一产，足月顺产，出生时体重 3.6kg,身长 50cm，母妊娠期体健。母乳

喂养。近 1 年身高增长缓慢。体格检查：身高 110cm 体重 22kg 生命体征平稳； 满月脸，面部痤

疮，水牛背，腹部膨隆，心肺未见异常。检查结果：血常规：WBC 11.44*109/L，PLT465 

*109/L；血沉：40mm/h；乳酸脱氢酶 300U/L ；肾上腺增强 CT：左侧肾上腺区肿物，考虑为恶

性，倾向于神经母细胞瘤。皮质醇节律：8 点 20.2ug/dl，16 点 21.32ug/dl，0 点 20.66ug/dl；小剂

量地塞米松 皮质醇 21.61ug/dl，大剂量地塞米松 皮质醇 24.1ug/dl。睾酮 2.84nmol/l，雄烯二酮 

3.29ng/ml，硫酸去氢表雄酮  802.4ug/dl。醛固酮  129.5pg/ml，泌乳素   45.47ng/ml，生长激

素  0.29ng/m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0.69pmol/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77.63ng/ml。垂体核磁：

垂体微腺瘤。 

结果  诊断：左侧肾上腺肿瘤 肾上腺皮质癌可能性大 库欣综合征 垂体微腺瘤 。2017.8.15 全麻下

左肾上腺肿瘤切除术，病理：左肾上腺考虑皮质腺癌（肿物大小 9*8*5.5cm）。术后给予静脉氢化

可的松，逐步过度为口服泼尼松治疗。 

结论  恢复情况：8.18 皮质醇 2.55ug/dl 8.24 皮质醇＜0.5ug/dl。 

 
 

PU-0532 

21-羟化酶缺陷症患者基因型-表型分析 

及 CYP21A2 基因新突变的功能学研究 

 
贾雯羽,英慧,钟芳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1.明确中国 21-羟化酶缺陷症患者基因型与表型的关系。 

2.探究四个 CYP21A2 基因新发突变 p.L199X,p.E321del、p.H393Q、p.L459-P464del 对 21-羟化

酶功能的影响。 

方法  1.收集 72 个 5 年来就诊于我院的 21-羟化酶缺陷症患者的详细临床资料及血样，提取患者基

因组 DNA 后，PCR 特异性扩增 CYP21A2 基因后对其进行测序，获得患者基因型。分析基因型与

临床分型之间的关系。 

2.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总结之前所有文献报道过的中国 21-羟化酶缺陷症患者的基因型-表型之间

的关系。 

3.体外酶活性实验：制备野生型及突变型 CYP21A2 质粒并转染 COS-7 细胞。培养一段时间后加

入氚标记的底物（孕酮或 17-羟孕酮）并孵育。提取培养基中类固醇后进行薄层层析，分离出酶反

应的产物，测量其放射性。以底物转化率来表示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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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突变蛋白的三维结构模拟分析：以 PDB 蛋白库中的人类 21-羟化酶模型 4Y8W 为模板，利用软

件 PyMOL 对四个新发突变导致的蛋白改变进行模拟并分析。 

结果  1.对患者依据基因型进行分组后发现：中国 21-羟化酶缺陷症患者的基因型对失盐型（SW）

CAH 和单纯男性化型（SV）CAH 的预测准确率较高，对非经典型(NC)CAH 的预测准确率低。 

2.四种新发突变蛋白对孕酮和 17-羟孕酮的转化率均低于 5%。 

3.对四种新发突变蛋白的三维结构分析显示：突变 L199X 编码了截短蛋白，第 199-485 位的氨基

酸残基缺失，从而丧失了蛋白与血红素及底物孕酮的结合位点，无法与二者结合从而严重影响酶的

功能；野生型 CYP21 蛋白中，321 位的谷氨酸与 345 位的亮氨酸存在氢键作用，从而维系蛋白正

常的三维结构，而 E321del 突变后，谷氨酸的缺失导致此氢键作用消失，从而影响蛋白的三维结

构；393 位的组氨酸与 355 位的精氨酸存在氢键作用，而组氨酸突变为谷氨酰胺后此氢键作用消

失，影响三维结构从而影响蛋白功能；459-464 位氨基酸残基的缺失将导致其与 310 位的组氨酸与

475 位的组胺酰胺的氢键作用缺失从而影响蛋白功能。 

结论  1.中国 21-羟化酶缺陷症患者的基因型和临床分型的相关性比较高，在 SW 型患者及 SV 型患

者中二者相关性大于 80%。 

2.四种新发突变 p.L199X, p.E321del, p.H393Q 和 p.L459_P464del 均可能严重减低 21-羟化酶的活

性。 

 
 

PU-0533 

原发性肾上腺淋巴瘤的 1 例报告及临床诊疗分析 

 
倪静,乐岭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肾上腺淋巴瘤（primary adrenal lymphoma,PAL）的病因病机、病理及临床特

点、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等特点，为提高该疾病的临床诊疗水平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收治的 1 例 PAL 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并结合国内外

相关文献讨论该疾病的临床特点。 

结果   73 岁老年男性患者，因“间断性发热 2 月余，伴左下腹痛 10 天”入院，腹部 B 超和 CT 提

示：左侧肾上腺区见巨大占位，内可见血流信号，腹膜后多发肿大淋巴结；后行超声引导下肿瘤穿

刺活检术确诊为原发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激活外周血 B 细胞样型(ABC 型)，建议患者转入

肿瘤科进一步化疗，患者及家属拒绝并要求出院，予以办理，随后患者失访。 

结论  PAL 临床较罕见，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均缺乏特异性，极易误诊为其他的肾上

腺占位性病变如：功能性肾上腺肿瘤、无功能肾上腺偶发瘤及结核等。对于老年人肾

上腺无功能较大占位，且为双侧时，需警惕淋巴瘤的发生，必要时可行病理组织活检

结合免疫组化明确诊断，并根据病理分型、临床分期、年龄等选择最佳治疗方式, 以期

提高 PAL 患者疾病缓解率，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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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4 

中剂量地塞米松雄激素抑制试验 

在女性 高雄激素血症中的诊断价值 

 
卢琳 2,戴好 2,邢小平 2,曾正陪 2,王林杰 2,段炼 2,朱立 6,杨国华 3,李明 3,宋爱羚 3,周远征 4,郁琦 4,田秦杰 4,陆召麟 2,姜

君 5 

1.北京协和医院 

2.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3.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 

4.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5.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6.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 

 

目的   评价中剂量地塞米松雄激素抑制试验（Dexamethasone Androgen Suppression test，

DAST）在女性高雄激素血症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198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85 例高雄激素血症的女性患

者行中剂量 DAST 的结果，包括 55 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CAH）、10 例分泌雄激素肿瘤和 20 例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评估诊断价值。 

结果  41 例和 19 例 CAH 患者分别进行 1 日法和 5 日法中剂量，睾酮平均抑制率为 77.9%和

91.3%（P<0.001），17OHP 平均抑制率为 95.2%和 97.0% (P=0.220)。在进行 1 日法 DAST 的不

同病因高雄激素血症女性患者中（CAH 组 41 例,雄激素肿瘤组 10 例, PCOS 组 20 例）诊断 CAH

的最佳睾酮抑制率为 61.2%（灵敏度 87.8%，特异度 96.7%）；最佳 17OHP 抑制率为 87.1%（灵

敏度 95.1%，特异度为 93.3%）。  

结论  在 CAH 患者中，1 日法和 5 日法中剂量 DAST 的 17OHP 抑制率无明显差异，两种方法都可

用于 CAH 的诊断。1 日法 DAST 可作为女性高雄激素血症患者中 CAH 和非 CAH 病因的鉴别检

查。 

 
 

PU-0535 

汇报以甲状腺毒症首诊的嗜铬细胞瘤一例 

 
李照青,邓瑞芬,卜石,张金苹,金仙,陈晓平,张波 

中日医院 

 

目的  提高临床医生对嗜铬细胞瘤合并甲状腺毒症罕见疾病的的认识。 

方法  分析一主诉为“多汗 7 年，血压升高 3 年，发作性心悸、大汗 6 个月”的病例，从症状、体

征、病程进展、化验检查及诊治进展介绍嗜铬细胞瘤合并甲状腺毒症疾病特点及相关诊治。 

结果  患者女性，54 岁，临床主要表现为怕热、多汗等高代谢症状，伴食欲不振、腹胀、便秘，伴

腹痛、恶心呕吐，伴有阵发性血压升高，心悸、四肢末端发凉、皮肤苍白、多汗，合并糖尿病、脂

代谢紊乱。1 月前因手颤不能持物查甲状腺功能结果回报：FT4  23.08pmol/L（9-19）、TSH 

0.000mIU/L（0.35-4.94）、FT3 正常范围， TPOAb 阳性，TRAb 未查，甲状腺超声提示回声不

均，诊断桥本甲状腺炎，予甲巯咪唑 10mg qd 治疗。用药 1 月，患者心悸、大汗、恶心、腹痛等

症状未见环节，反而发作频率更为频繁，复查甲状腺功能结果：FT3  5.46pg/ml（1.8-4.1）、

FT4  2.18ng/dl（0.81-1.69）、TSH 0.008uIU/ml，继续予甲巯咪唑 10mg qd 治疗。3 天前因腹痛就

诊我院查 CT 示左肾上腺 8.9cm×7.7cm 占位，密度不均，核磁提示左肾上腺高 T2信号，化验检查

示 MN、NMN 明显升高，诊断嗜铬细胞瘤。完善甲状旁腺、垂体、胰腺功能及影像学检查未见其

他内分泌腺体占位或功能异常，甲状腺毒症状态考虑为嗜铬细胞瘤同时合并桥本甲状腺炎。经充分

扩容，控制血压平稳后行左肾上腺占位切除，病理示嗜铬细胞瘤，术后患者上述不适明显缓解。术

后 20 天复测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停用甲巯咪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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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嗜铬细胞瘤与甲状腺毒症临床表现部分相近，难以鉴别，嗜铬细胞瘤合并桥本甲状腺炎更为

罕见。当甲状腺毒症的临床表现较突出，但与甲状腺功能不符，且应用抗甲状腺药物症状改善不明

显，无法单纯用甲状腺毒症解释其临床表现时，临床医生应警惕有无合并如嗜铬细胞瘤等其他内分

泌疾病可能，应及时进行其他系统筛查，以免漏诊。 

 
 

PU-0536 

一例 IDH1 和 ATRX 基因突变的副神经节瘤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张晶,蒋晶晶,骆煜,李晓牧,陆志强,刘宇军,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s and paragangliomas , PPGLs）是起源于

神经嵴的神经内分泌肿瘤。目前认为一些致病基因的种系突变或体细胞突变与 PPGL 的发病相关，

其中包括 IDH1 基因和 ATRX 基因。IDH1 基因突变在 PPGL 中非常罕见，仍需要更多的病例研究

来证实其在 PPGL 发病中的作用。虽然 IDH1 基因和 ATRX 基因同时突变在胶质瘤中比较常见，但

是二者同时突变在 PPGL 中从未报道。本研究对 1 例同时存在 IDH1 基因和 ATRX 基因突变的副神

经节瘤进行了分子生物学研究以明确其发病机制。 

方法  对该患者的外周血 DNA 和肿瘤组织 DNA 进行了全外显子测序和 Sanger 测序。对肿瘤组织

中的二羟基戊二酸（2-hydroxyglurarate, 2-HG）水平及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平进行了检测。对

ATRX 的 cDNA 转录本进行了分析。对肿瘤组织进行了酪氨酸羟化酶（Tyrosine hydroxylase, 

TH）、缺氧诱导因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 alpha, HIF1α）、ATRX 免疫组化染色以及端

粒 FISH 检测。 

结果  通过对 1 例副神经节瘤患者的外周血 DNA 及肿瘤组织 DNA 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发现其同时

存在 IDH 基因的体细胞突变（c.394C>T, p.R132C）和 ATRX 基因的体细胞剪接突变（c.4318-

2A>G），Sanger 测序验证了该结果。肿瘤组织中 2-HG 水平非常高，然而该肿瘤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平并未升高。肿瘤组织中的缺氧通路被激活。此外，肿瘤组织中 TH 免疫组化染色为阴

性，而 TH 基因第一外显子的甲基化水平明显升高，导致 TH 几乎不表达，进一步造成该患者血浆

中甲氧基肾上腺素和甲氧基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正常。ATRX 基因的剪接突变产生了两个转录本且出

现移码，导致肿瘤组织中 ATRX 蛋白表达明显减少。通过 FISH 检测，肿瘤组织中存在端粒延长替

代机制（Alternative lengthening of telomeres, ALT）。 

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 PPGL 中报道了 IDH1 基因和 ATRX 基因同时存在突变。虽然 IDH1 基因突变

在 PPGL 中非常罕见，但是 IDH1 基因的体细胞突变在少部分散发性 PPGL 患者的发病中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PU-0537 

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两例家系研究 

 
杨祖威 1,蒋怡然 1,王德芬 2,陆文丽 2,王文萃 1,郑思畅 1,叶蕾 1,孙首悦 1,王卫庆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对两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ongenital lipoid adrenal hyperplasia, CLAH）的

家系进行临床和分子遗传学研究，报道 STAR 基因的一个新突变。 

方法  详细收集 2 例患者的病史，对患者进行临床检查和激素检测，并提取患者及其父母外周血基

因组 DNA，PCR 扩增 STAR 基因后进行 Sanger 测序。 

结果  患者 1，女，2 岁 8 个月，因“反复口唇紫绀 2 年余”就诊，查体未见明显色素沉着，阴蒂无肥

大，Tanner 分期 B1P1。临床检查发现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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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H）1284.1 pg/mL，17-羟孕酮（17α-hydoxyprogesterone，17-OHP）0.54 ng/mL，肾上腺

CT 未见异常，染色体核型为 46，XX，基因分析显示其 STAR 基因存在 c.201_202delCT 和

c.229C>T 复合杂合突变，父亲为 c.201_202delCT 杂合携带者，母亲为 c.229C>T 杂合携带者；

患者 2，女，22 岁，因“皮肤发黑 21 年余”就诊，查体全身色素沉着，Tanner 分期 B5P2 期，临床

检查显示血 ACTH >2000 pg/mL，血皮质醇 0.77μg/dL，染色体核型 46，XX，基因分析显示其

STAR 基因存在 c.64+1G>C 和 c.707_708delinsCTT 复合杂合突变，父母为相应的杂合携带者，其

中 c.64+1G>C 为 STAR 基因的新突变，c.707_708delinsCTT 仅在 4 个无关系的中国人家系中被

报道。 

结论  本研究报道了 2 例 CLAH 患者的临床特点和 STAR 基因的 4 个突变，包括一个新突变和一个

中国人群的频发突变，丰富了 CLAH 的临床表型谱和致病基因突变谱。 

 
 

PU-0538 

右侧肾上腺无功能嗜铬细胞瘤引起的 CRH 综合征一例 

 
王保平,王浩,何庆,马中书,林毅,孙浩然,刘铭 

天津医科大学大学总医院 

 

目的   嗜铬细胞瘤，尤其是无功能嗜铬细胞瘤，是引起异位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cortic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CRH）综合征的一个罕见病因。 

方法  27 岁女性，主因“双下肢乏力 1 年，颜面肿胀，痤疮，消瘦 1 月”。 患者入院前 1 年出现双下

肢乏力，未重视。入院前 1 月进食芒果后出现皮肤红肿而就诊于当地医院， WBC 13.1 × 109/L，

N 86.8% ，给予地塞米松（5mg，5d）治疗后，肿胀加重，并逐渐出现颜面、胸背部痤疮，锁骨上

窝、颈后脂肪垫，胡须，消瘦。复测 WBC 15.89 × 109 /L，N 89.6% ，血钾 2.6mmol/L，血钠

140mmol/L，予补钾、抗感染、地塞米松治疗后，症状无好转，血钾可升至正常，但不能维持。遂

就诊于我院，自发病以来，食欲可，口干、多饮，睡眠可，便秘，小便量较前稍增多，体重 10 天

减轻 5kg。家族中无类似患者。体格检查：P 88bpm ，BP120/75mmHg（平素 90/60），

BMI :17.7 kg/m2。全身多发痤疮及汗疹，多见于颈部、胸背部，静脉穿刺部位瘀斑，双侧腋下可见

色素沉着。颜面部肿胀，暗红色，口周胡须。锁骨上窝及颈后脂肪垫。四肢近端纤细，双下肢无指

凹性水肿。双下肢肌力 IV 级。 

结果   实验室检查提示严重的低钾血症（最低 2.1，正常范围, 3.5–5.5mmol/L)。OGTT 提示

0minGlu 9.19 mmol/l，2hGlu 21.66mmol/L。 HbA1c 6.3%。 内分泌检查提示血浆皮质醇水平显著

增高，昼夜节律消失且过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不受抑制。血 ACTH 显著升高（最高 1157 pg/mL，

正常范围：0-46 pg/mL）。垂体 MRI 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未发现异常）。血甲氧基肾上腺素和去

甲氧基肾上腺素，24 小时尿儿茶酚胺均在正常范围之内。腹部增强 CT 扫描提示右侧肾上腺区软组

织肿块（7.1x6.4cm），双侧肾上腺弥漫性增生。PET-CT 提示双侧肾上腺增大及肿块影，代谢异

常增高，考虑恶性病变可能性大。奥曲肽显像阴性。患者行腹腔镜下右侧肾上腺全切术，术中患者

血压未见异常升高。术后病理提示嗜铬细胞瘤，ACTH 染色阴性，CRH 染色阳性。 

结论  此病例是极罕见的无功能嗜铬细胞瘤引起的异位 CRH 综合征。异位皮质醇增多症除了考虑

异位 ACTH 综合征之外，要警惕异位 CRH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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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9 

基层诊断—VHL 综合征一例 

 
刘丹,廖勇,童利伟,邓春颖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 VHL 的诊断方法及治疗方式。 

方法  病史回顾：患者陈 XX，男，45 岁，居民，因”体重下降、血糖升高 8+年，头昏、乏力、恶

心 4+天。”入院于 2017-12-03。入院 8+年前患者因体重下降就诊，诊断为"糖尿病",长期口服降糖

药物治疗。随后患者仍觉有体重下降（减少约 15kg），伴肢端感觉异常，偶有头昏。2-年前出现

头昏、四肢乏力，来院就诊，完善"腹部彩超示肝内实性占位（血管瘤可能），肝囊肿，双肾囊

肿，右肾异常稍强回声；颈部血管彩超提示颈动脉斑块形成。头颅 CT 示颅内未见异常"。1+年前

患者因右眼胀痛不适，伴有眼涩，随后出现眼球充血、发热，巩膜下出血，眼底检查提示双眼后极

部网膜散在点片状出血灶及渗出灶。4+天前无明显诱因感头昏、乏力、恶心加重，此次患病以来，

精 神 、 进 食 一 般 ， 睡 眠 可 ， 大 小 便 正 常 ， 体 重 无 明 显 变 化 。 体 格 检 查 ：

BP150/100mmHg BMI:20.06kg/m2。双下肢粗测温凉觉及触觉减退，余未见明显异常。 

结果  入院诊治过程：实验室及影响检查：HBA1c11.31 %。肝功：ALT 72 U/L；血液分析、肾

功、电解质无异常；血脂：TG 2.30 mmol/L、TC 7.60 mmol/L、LDL-c 4.97 mmol/L。皮质醇

(08:00):27.93 ug/dL，皮质醇(24:00):12.13 ug/dL。ACTH、血尿儿茶酚胺未见明显异常。头颅

MRI:＂1、左侧小脑半球囊性占位及双侧小脑半球多发结节，考虑脑肿瘤，血管母细胞瘤可能。

2、双侧额叶、左侧顶叶、基底节区腔隙性脑梗塞、脑缺血＂。胸腹部增强 CT 提示：＂1、双肾多

发占位，考虑肿瘤可能性大；右侧肾上腺团块影，嗜铬细胞瘤可能性大；结合病史，考虑 VHL 综

合征可能性大。腹膜后淋巴结显示。2、肝脏、双肾多发囊肿。3、肝右后叶异常强化灶，考虑血管

瘤。4、胰腺假性囊肿＂。基因检测：VHL 基因检测到杂合突变，突变命名 NM-000551.3：

C.500G>A(p.R167Q)。诊断：VHL 综合征（左小脑血管母细胞瘤？双肾占位性质待定 右肾上腺占

位性质待定 双肾囊肿）。治疗：转上级医院手术治疗。 

结论  目前我国关于 VHL 综合征的相关研究资料较少，缺乏权威的临床治疗和监测标准。临床医师

对 VHL 综合征的认识不足，在临床中，VHL 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延迟现状仍较为严重。VHL 基因

突变分析比临床诊断方法可靠，所以应加强对该病高危人群的检测及早期治疗。 

 
 

PU-0540 

内分泌代谢疾病相关低钾血症的临床分析与对策 

 
韩静,江霞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对 216 例内分泌代谢疾病相关低钾血症患者的实验室检查、临床特点及病因分析，进一

步提高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至 2014 年间以“低钾血症”收入我院内分泌科的患者。统计这些患者临床资

料，包括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还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 II-醛固酮系统立卧位试验、安

体舒通试验、地塞米松(2mg，8mg)抑制试验，以及肾上腺增强 CT、垂体磁共振成像(MRI)平扫、

肾动脉 CTA、肾穿刺活检等检查的结果）及相应治疗措施等。 

结果  在这些低钾血症患者中因为糖尿病引发低钾血症最为常见，有 96 例，占 44.4％)，其后依次

为甲亢性低钾血症周期性麻痹(23 例，占 10.6％)、肾小管酸中毒(20 例，占 9．3％)、药物性低钾

血症(17 例，占 7.9％)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16 例，占 7.4％)，Bartter 综合征(6 例，占 2.8％)、、

Gitelman 综合征(5 例，占 2．3％)，异位 ACTH 综合征（4 例，占 1．9％)、库欣综合征（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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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9％)、嗜铬细胞瘤（4 例，占 1．9％)、 17a 一羟化酶缺乏症（3 例，占 1.4%）、其它自身

免疫性疾病（2 例，占 0.9%）、不明原因者(16 例，占 7．4％)。 

结论  低钾血症在临床中病因很多，内分泌疾病占较大比例，典型病例通过系统的检查、特殊试验

以及影像学，再结合临床表现，做出准确诊断和治疗并不难。但是，还需关注非典型病例及少见的

病因，因此，对于低钾血症患者应根据其病情全面分析，个体化治疗，切忌盲目补钾，以造成误诊

耽误病情。 

 
 

PU-0541 

射波刀治疗副神经节瘤／嗜铬细胞瘤颅骨转移 

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贾晓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副神经节瘤是源于神经棘的内分泌细胞发生恶性转化所形成的肿瘤，约 10%～20%可转移至

其他组织和器官。转移部位以肝、肺脏、脊柱、淋巴结多见，伴颅骨转移者鲜有报道，且转移病灶

以手术治疗为主。本文回顾性分析我科一例射波刀治疗副神经节瘤颅骨转移病例，以探讨其临床特

点及疗效。 

方法  对我院收治一例副神经节瘤颅骨转移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临床特征、基

因突变特点及射波刀疗效，同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就恶性副神经节瘤／嗜铬细胞瘤临床诊断、

基因检测及治疗方法做一概述。 

结果  （1）本病例以头痛、心悸为首诊原因，发病年龄小且病灶为多源性（盆腔副神经节瘤、右肾

上腺嗜铬细胞瘤、颅顶骨转移灶）；（2）实验室检测以血、尿去甲肾上腺素与多巴胺水平明显升

高为主要表现；（3）颅顶转移灶于我院放射科行四次射波刀治疗，治疗后影像学检查示颅顶病灶

有所减小（治疗前 5.8*3.9*2.9cm；治疗后 5.3*3.0*2.3cm），我国专家共识及国外文献均推荐对于

恶性嗜铬细胞瘤首选手术治疗，国内仅报道 1 例射波刀治疗的恶性嗜铬细胞瘤效果并不理想；

（4）我国专家共识对转移性副神经节瘤并分泌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者推荐 SDHB、SDHD、 

SDHC、 VHL 、MAX 基因筛查，国内报道 1 例颅骨转移患者基因检测 SDHB 阳性，但本病例患者

拒绝行基因检测 

结论  本例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患者发病年龄小、病灶多源性，以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升高

为主，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与以往文献报道的恶性风险因素一致；射波刀治疗后颅顶转移灶体积

有所减小，但疗效仍需长期随访观察；对于高度怀恶性患者，行基因检测可协助明确诊断并评估预

后。 

 
 

PU-0542 

以“低钠血症”首诊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多脏器浸润 1 例报道 

 
小忆 

吉大一院 

 

目的  通过学习分享 1 例以“低钠血症”首诊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多脏器浸润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学习了

解低钠血症的诊治流程及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 例以“低钠血症”首诊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多脏器浸润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特

点：1、老年女性，病程较长，起病急。2、以“头晕、间断抽搐”为主症。3、长期存在电解质紊乱-

低钠、低氯、低钙血症，伴浅表多个肿大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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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淋巴结活检病理结果：（右侧颈部淋巴结）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WHO 分类：弥漫性大 B

细 胞 瘤 （ 非 特 殊 型 ） non-GCB 亚 型 。 免 疫 组 化 ： Ki-67 （ +80% ） ， CD20(+) ，

PAX5(+),CD79a(+),CD3(-),CD43(-),BCL-2(+90%)，CD5（ -），CD10(-),BCL-6(+),MUM-1(+),c-

Myc（+80%），CyclinD1（ -），CD30(-),ALK（ -）。心脏彩超：右房占位性病变，大小约

56*35mm。全腹三期增强：肝脏、双肾上腺、双肾、心脏多发占位性病变。诊断：非霍奇金恶性

淋巴瘤、电解质紊乱-低钠、低氯、低钙血症。  

结论  1、低钠血症是临床最常见的电解质紊乱之一，血钠浓度 ＜135 mmol/L 即可诊断为低钠血

症，大部分低钠血症患者症状较轻或被原发病掩盖而易被临床医师忽略或误诊。而且临床上低钠血

症往往为多种疾病共同导致的结果，低钠血症的治疗主要是病因治疗，因此应了解引起低钠血症的

常见原因，提高对低钠血症的认识与诊断水平，诊断精确和及时治疗可降低患者的病死率，从而减

少住院时间，改善生活质量。2、非霍奇金淋巴瘤是恶性淋巴瘤中的一类, 男性较女性多，临床上以

无痛性、进行性淋巴结肿大最为典型。 其原发病变可见于淋巴结, 也可见于淋巴结以外的组织器官, 

远处扩散和结外侵犯是其重要特点，通常由淋巴瘤累及心脏的临床报道很少见，本例肿瘤位于右心

房且大小较大。非霍奇金淋巴瘤还可以多中心起源, 疾病早期常已全身播散，进展快速，需要引起

临床医生的注意 。临床做到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及对症治疗, 可以部分延长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

生存期 , 该病对化疗敏感性相对较低，治疗以 COP 或 CHOP 方案化疗为主。 预后与组织类型及

临床分期密切相关，但总体来说预后较差。 

 
 

PU-0543 

肾上腺源性雄激素在肾上腺静脉采血选择性判定中的应用 

 
李平,李洪运,张雪斌,沈山梅,冯文焕,黄洪,朱大龙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肾上腺静脉采血（Adrenal vein sampling, AVS）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分型诊断的金标准。

目前皮质醇被广泛用于采血结果相关参数的判定，但是却存在一定的缺陷。本研究评估肾上腺源性

雄激素在 AVS 选择性判定中的应用。 

方法  本研究采取双侧同步非 ACTH 刺激采血法，纳入 37 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并行 AVS 患者。

为评估激素随时间的变化，10 例患者从-15 分钟到 0 分钟重复取血。肾上腺和外周静脉血分别测定

皮质醇、雄稀二酮、脱氢表雄酮（DHEA）及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水平。 

结果  基于雄稀二酮和 DHEA 的选择性指数（selectivity index, SI）分别高于基于皮质醇的 SI3.0 和

2.0 倍(P < 0.05)。然而，基于 DHEAS 的 SI 明显低于基于皮质醇的 SI（P < 0.05）。肾上腺静脉

中雄稀二酮和 DHEA 浓度与血浆皮质醇和醛固酮的浓度呈显著正相关（P < 0.01）。自-15 到 0 分

钟，雄稀二酮和 DHEA 的浓度变化率小于皮质醇的浓度变化率(0.23, 0.43; vs 0.52, p = 0.001 及

0.061)。应用 ROC 曲线，选择 3 作为基于雄稀二酮和 DHEA 的 SI 切点具有最佳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 

结论  与皮质醇相比，肾上腺源性雄激素雄稀二酮和 DHEA 在肾上腺静脉与下腔静脉中的浓度差异

更大，且变异性更小，可有效用于非 ACTH 刺激采血法中选择性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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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4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分型诊断新方法的探讨 

 
张翠,蒋怡然,苏颋为,周薇薇,姜蕾,宁光,王卫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DST）后 ACTH 兴奋试验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分型诊断中

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经生理盐水试验确诊原醛症患者 95 例，根据肾上腺静

脉采血及术后病理结果，分为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IHA）39 例，醛固酮腺瘤（APA）37 例，单

侧结节样增生（UAH）19 例。所有患者均予以 1mg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后静推 50u ACTH 分别抽取

试验 0min，30min，60min，90min，120min 时血液测定皮质醇、醛固酮激素。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 

结果   1）三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血压，肾素，醛固酮，ACTH，1mgDS 后皮质醇，血电解

质（Na+，K+，Cl-，Ca2+，P）水平无明显差别（p>0.05）； 

2）三组患者 50u ACTH 兴奋后皮质醇浓度无差别（p>0.05）,醛固酮浓度有明显差别（p<0.05），

APA 患者兴奋后醛固酮浓度最高，其次为 UAH 患者，IHA 患者兴奋后醛固酮水平较低。 

3）利用受试者应用曲线（ROC）分析 ACTH 兴奋后醛固酮区分能否手术治疗，最佳最佳切点为

120min 是醛固酮值 779.00pg/ml，曲线下面积（AUC）为 0.863，特异性 87.2，敏感性为 76.8，

阳性预测值 89.6，阴性预测值 72.3%。 

4）结合 CT 明确诊断单侧腺瘤以及 ACTH 兴奋试验后醛固酮值评判能否手术治疗，取 ACTH 兴奋

后 120min 醛固酮值 1000 特异性 97.14%，阳性预测值 96.13%。 

结论  1mgDST 后 ACTH 兴奋试验可以鉴别原醛症亚型，与 CT 诊断联合筛选可手术治疗患者进一

步指导治疗方法。 

 
 

PU-0545 

CT 与肾上腺静脉采血对原发性醛固酮 

增多症的病因诊断 一致性的系统评价 
 

李欢,卢梦瑜,高峰 

武汉协和医院 

 

目的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rimary aldosteronism,PA)是最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病之一，主要有 5

种类型，其中 APA 及 IHA 所占比重最大。肾上腺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

双侧肾上腺静脉采血（Adrenal Vein Sampling,AVS）均可用于判断患者肾上腺的病变情况，然

而，对于其用于判断肾上腺病变情况的价值仍有不同意见，做此篇系统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明确 CT

和 AVS 在区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单侧或双侧病损中的诊断效能。 

方法  我们对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的限定时间是数据库起

始时间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未对文章语言类型进行限制。纳入同时经历了 CT 和 AVS 检查的原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的相关研究，由两名研究人员根据所设立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分别筛选文献，

并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分别从纳入文献提取各研究的特征及数据，如遇问题讨论解决。并将 CT

与 AVS 检查结果与术后诊断进行比较，通过 SPSS 行卡方检验明确两种方法是否具有差异性及差

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我们总共检索到 422 篇相关文献，最终 16 篇满足纳入标准并对其进行分析，纳入分析研究

对象 1468 人，CT 与 AVS 检查结果一致的总数为 966（65.8%），其中，CT 与 AVS 检查结果均

为单侧且病损位于同侧的情况有 476 个（32.4%）；AVS 检查结果提示为双侧病损，CT 检查提示

为双侧病变或未见异常的情况有 490 个（33.4%）。剩下的 502 人（34.2%）的 CT 检查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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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S 不符合，其中 CT 和 AVS 提示单侧病损，但病损不在同侧的情况有 50 例（3.4%）；AVS 提

示双侧病损，而 CT 提示单侧病损情况有 228 例（15.5%）；AVS 提示为单侧病损，CT 检查提示

为双侧病损或未见异常的情况有 224 例（15.3%）。其中有 7 项研究对行手术治疗的 PA 患者的术

后诊断进行了描述，并提供了其 CT 与 AVS 检查结果，总共研究对象 251 人，与术后诊断进行比

较两者一致率分别为 67.7%和 94%。两方法比较的卡方检验提示 P<0.05，两者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中，CT 与 AVS 检查在鉴别其病因时存在差异，两者一致性为

65.8%。并且与术后诊断进行比较两者一致率分别为 67.7%和 94%，并且差异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此，应根据 AVS 检查结果来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案。 

 
 

PU-0546 

生长迟缓－低钠血症－醛固酮合成酶缺乏症 

 
苗卉 1,2,卢琳 1,2,赵宇星 1,2,王曦 1,2,朱惠娟 1,2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卫健委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2.中国医学科学院罕见病研究中心 

 

目的  生长迟缓导致的矮小症患者病因复杂，电解质紊乱是可能的病因之一。在临床工作中，尽早

诊断生长迟缓的病因对治疗和预后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报告 1 例罕见的盐皮质激素缺乏症，

以期提高内分泌专业临床工作者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的报告 1 例盐皮质激素缺乏症患儿的临床特点和基因检测结果。通过文献检

索，总结已报道的 45 例醛固酮合成酶缺乏症（Aldosterone synthase deficiency, ASD）病例的临

床表现及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1 例 11 月龄的男婴因频繁呕吐、喂养困难和生长迟缓就诊，身长 67cm （-3.10 SDS），体

重 6kg（-3.45 SDS）。实验室检查提示血钠 119mmol/L，血钾 5.4mmol/l，醛固酮 5.05ng/dl

（5.9-17.4），肾素 0.01ng/ml/h（0.05-0.79），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及皮质醇水平正常。患

儿存在 CYP11B2 的复合杂合突变： c.1391_1393delTGC ，p.Leu464del 和 c.1294delA，

p.Arg432Glyfs*37。父母的测序结果显示：父亲存在 c.1391_1393delTGC ，p.Leu464del 杂合突

变，母亲存在 c.1294delA，p.Arg432Glyfs*37 杂合突变。患儿氟氢可的松替代治疗 5 个月后，食

欲、体力、生长速度明显改善，体重增加 3.2kg，血钠升高至 136.6mmol/L。文献复习提示本例为

国内第 3 例醛固酮合成酶缺乏症患者，已报道 2 例均为复合杂合突变。1 例错义与移码突变

（c.977C>A 和 c.523_525delAAG），1 例错义与剪切突变（c.1009C>T ，c.240‑1G>A）。 ASD

患者通常存在 CYP11B2 基因纯合或复合杂合突变，错义和无义突变较其他类型突变更为常见。突

变影响醛固酮合成酶的活性，导致不同程度的失盐症状和生长迟缓。氟氢可的松替代治疗可有效缓

解症状，随年龄增长，大部分患者可停用激素治疗。 

结论  醛固酮合成酶缺乏症（ASD）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全球范围内仅有几十例

病例报道。该病典型表现是婴儿期频繁呕吐、生长迟缓，不同程度的低钠血症、高钾血症，血清高

肾素、低醛固酮水平。基因检测有助于明确诊断，ASD 患者通常存在 CYP11B2 突变。二代测序是

一种高效的基因筛查手段，对临床表现不典型的患儿，二代测序能够尽早明确诊断，氟氢可的松治

疗可有效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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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7 

卡托普利抑制试验中原醛症最佳诊断指标的探讨 

 
赵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卡托普利抑制试验(captopril challenge test, CCT)中不同评价指标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 222 例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醛固酮瘤（APA）90 例，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IHA）44 例及原发性高血压（EH）88

例。 所有患者均行卡托普利抑制试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卡托普利试验后醛固

酮绝对值、醛固酮抑制率、肾素活性上升率、肾素活性上升率联合醛固酮抑制率和 ARR 进行评

价，确定最佳诊断切点及其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CCT 后 APA、IHA 和 EH 组醛固酮抑制率分别为 0.3%、0.7%和 4%。原醛症组肾素活性上

升率显著低于 EH 组（P＜0.05），APA 组、IHA 组和 EH 组分别为 0(0,1)、0.25(0,1)和 0.97

（0.23,2.27）。CCT 后醛固酮绝对值、醛固酮抑制率、肾素活性上升率、肾素活性上升率联合醛

固酮抑制率和 ARR 的 AUC 分别为 0.703、0.575 、0.318、0.616 和 0.901，最佳切点分别为

417.2、2.9、-0.44、0.53 和 22.7 [PAC 单位采用 ng/dl，醛固酮(pmol/L)＝醛固酮（ng/dl）x27.7；

PRA 单位为 ug.L-1.h-1］，敏感度分别为 81.7%、10.1%、95.5%、62.4%和 81.7%，特异度分别

为 51.1%、97.8%、7.8%、60.4%和 87.7%。 

结论  高血压患者包括 EH 及原醛症卡托普利试验后醛固酮抑制率远低于 30%，试验后 ARR 对原

醛症的诊断价值优于醛固酮绝对值、醛固酮抑制率、肾素活性上升率及肾素活性上升率联合醛固酮

抑制率。 

 
 

PU-0548 

生理盐水试验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诊断价值的再评价 

 
王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16 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评价生理盐水试验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诊治并进行盐水输注试验的

132 例高血压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原醛症（PA 组）72 例及高血压病（EH 组）60 例。根据盐水输

注后血浆醛固酮变化，绘制 ROC 曲线并寻找诊断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最佳切点。 

结果  原醛症和原发性高血压组立位 ARR≥20 的患者分别占 83.3%和 15.0%，无论原醛症或原发性

高血压，盐水负荷前后两组间（ARR＜20 与 ARR≥20）血浆醛固酮水平均没有显著差异

（P>0.05）。与立位 ARR≥20 的患者比较，原发性高血压组立位 ARR＜20 者肾素活性更高（P＜

0.01）及血钠水平更低（P＜0.05）。盐水负荷后，原醛症和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血浆醛固酮水平

仍大于 10ng/dl 的比例分别为 91.7%和 75.0%，诊断原醛症的最佳切点值为 388.1 pmol /L（14.0 

ng/dL），曲线下面积（AUC）为 0.674，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63.9% 及 66.7%，约登指数(YI)

为 0.3。 

结论  生理盐水输注是一项安全且可靠的原醛症确诊方法，盐水负荷后血浆醛固酮的最佳诊断切点

值取决于研究人群的纳入及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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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9 

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 

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脏损害的对比分析研究 

 
赖成林,崔巍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总结嗜铬细胞瘤 /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

PPGL）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心脏损害方面的不同，以及 PPGL 患者各亚组的临床特

征，并对异质性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及诊治效果。 

方法  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经过手术病

理确诊的 PPGL 患者 150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180 例，排除 PPGL 组资料不全者 25 例，然后两

组经过年龄及性别 1:1 匹配，PPGL 组中有 12 例未匹配成功亦被排除，两组各剩余 113 例匹配成

功，对它们的基本资料、临床特点、心脑血管事件、心电图、心动超声、合并疾病、实验室检查进

行对比分析。并将 PPGL 组根据有无高血压与原发性高血压分别进行亚组分析，然后将 PPGL 组

根据有无左心室肥厚、有无高血压分为两组进行组内分析，进一步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左心室肥厚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PPGL 患者较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发生心肌梗死（包含陈旧性心肌梗死）（1.8% vs 

0.9%,P＜0.001）、ST-T 段改变（%）（31% vs 18.6%，P=0.031）、窦性心动过速发生率（%）

（15% vs 0.9%，P＜0.001）和左心室肥厚（%）(27.4%vs15.9%，P=0.036)。 

2.PPGL 组根据有无左心室肥厚分为两组进行对比：有左心室肥厚组较无左心室肥厚组在胸闷、胸

痛或气促发生率（%）（29% vs 7.3%，P=0.006）、心电图 ST-T 改变比例（%）（54.8% vs 

22.0%，P=0.001）、24 小时尿儿茶酚胺（nmol/24h）[中位数 288.15（144.65-789.08）vs 中位

数 97.58（62.39-141.85），P＜0.001]、24 小时尿肾上腺素（nmol/24h）[中位数 87.36（31.34-

327.6）vs 中位数 42.86（23.48-71.91），P=0.021]方面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显示: 24 h 尿去甲肾上腺素 (t= 3.56，P=0．022)为 PPGL 患者左心室质量指数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PPGL 患者较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发生心肌梗死（包含陈旧性心肌梗死）、窦性心动过

速、心电图 ST-T 段改变、左心室肥厚和糖尿病。 

 
 

PU-0550 

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为首发表现的 POEMS 综合征 

 
邵明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为首发表现的 POEMS 综合征。 

方法  患者，男性，48 岁，职业：银行职员。以“皮肤色素加深、乏力 1 年余”为主诉就诊。1 年余

前出现皮肤色素加深，全身泛发，乳晕处明显，皮肤褶皱部位、齿龈无加重，伴乏力、纳差、性功

能减退，伴盗汗、夜尿增多（1-2 次）、体重下降、头部麻木感，查 ACTH-COR 节律示 ACTH 水

平高于正常范围、COR 水平正常，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正常范围，ACTH 兴奋实验示：0 分 

7.3μd/dL、60 分 11.7μd/dL，诊断为“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建议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

患者拒绝。9 月前因胸闷查结核斑点和 PPD 试验均阴性，骨髓穿刺术示：浆细胞比例、形态大致

正常，PET-CT 示 1.纵膈、双侧腋窝和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良性增大；2.心包和双侧胸腔少量积液；

3.左侧肾上腺代谢稍活跃；4.脾大，未做特殊处理。 

体格检查：BP 127/84mmHg  BMI 23.3kg/m2  全身皮肤泛发性色素加深，乳晕处明显，右手拇指、

上肢内侧、背部可见散在红色、突出皮肤表面的疣状物。双下肺呼吸音稍弱，腹部无压痛，肝脏肋

下约 7cm，脾脏可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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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思路：患者病情特点 1.中年男性，病史较短，症状隐匿；2.多系统受累，症状隐匿。我们从最

熟悉的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Addison 病）入手，进行追本溯源。根据发病机制的不同，

Addison 病可分为皮质激素合成代谢酶障碍和慢性肾上腺皮质破坏两类，前者包括先天性肾上腺皮

质增生症和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后者包括自身免疫、结核等感染、浸润破坏、结节病和

POEMS 综合征等。综合患者存在内分泌改变、皮肤色素沉着和肝脾肿大等症状，考虑 POEMS 综

合征的可能性。 

进一步完善检查：1.免疫固定电泳 M 蛋白阳性；2.神经电图示多发神经传导速度减慢；3.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正常范围；4.会诊 PET-CT 存在骨硬化。参考 2007 年梅奥诊所的诊断标准，满足 2 条强

制主要标准+1 条其他主要标准+1 条次要标准。 

结果  1.患者最终诊断为 POEMS 综合征；2.予以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3.血液科会诊评估病情，建

议行骨髓移植治疗。 

结论  1.POEMS 综合征的内分泌病变中可表现为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2.对于多系统受累的原发性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需排除 POEMS 综合征的可能性。 

 
 

PU-0551 

PCP4 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古丽波斯坦·阿吉 1,2,李芳 1,2,陈佳超 1,2,冷斐 1,2,胡珂 1,2,程子韵 1,2,吴静静 1,2,夏朴 1,2,陆志强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以肾上腺皮质过多增生和/或分泌过多的醛固酮而导致的疾病，是继发

性高血压较常见的病因。然而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拟探讨 PCP4 在醛固酮增多症中的表

达，及 PCP4 在肾上腺皮质细胞增殖凋亡中的作用，研究 PCP4 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发生发展中

的作用。 

方法  采取 real-time PCR 的方法检测 PCP4 在醛固酮瘤，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及正常肾上腺中的

表达水平；利用 Spearsman 相关分析评估 PCP4 表达水平与醛固酮瘤大小之间的关系。运用小干

扰 RNA 抑制 PCP4 的表达，通过细胞生长曲线，CCK8 细胞活性实验，流式等方法检测 PCP4 对

两种不同的肾上腺皮质细胞系（H295R 和 SW13）增值凋亡的影响。此外，通过 western blot 方法

检测 PCP4 对肾上腺皮质细胞增值凋亡调控中的机制。 

结果  1，与正常肾上腺相比，醛固酮瘤及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肾上腺组织里的 PCP4 mRNA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CP4 mRNA 表达水平大小与醛固酮瘤的大小成正相关。2.小干扰序列可以显

著抑制 PCP4 mRNA 及蛋白水平的表达。3，在 H295R 及 SW13 分别抑制 PCP4 的表达，可以影

响细胞生长曲线，使细胞增殖减慢，细胞活力受抑制；4，PCP4 表达受抑制可提高细胞凋亡率，

其中以早期凋亡为主。5，H295R 和 SW13 内降低 PCP4 的表达可以减弱磷酸化的 AKT

（pAKT308）和磷酸化的 AMPK(pAMPKThr172)的表达。 

结论  与正常肾上腺相比， PCP4 不仅在醛固酮瘤中表达上调，而且在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组

织里也表达升高，提示 PCP4 可能参与所有醛固酮增多症的发病机制，对于醛固酮增多症的诊断治

疗更有普遍性；PCP4 可能促进醛固酮瘤的进展；PCP4 可能通过 AKT，AMPK 信号通路对肾上腺

皮质细胞增值凋亡起调节作用，从而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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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2 

56 例巨大肾上腺偶发瘤（大于 6cm）患者的临床特征 

 
张鹏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放射影像技术的进步，肾上腺肿瘤的发现率明显提高，但是巨大肾上腺偶发瘤

的发现仍然较少见。本文总结了我院 56 例巨大肾上腺偶发肿瘤的临床资料及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通过彩超、CT 发现的巨大肾上腺偶发瘤，入院

后做进一步的检查。收集了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大小和位置、血压、空腹血糖、肾上腺功

能、伴随症状、病理学、影像学和随访情况等。 

结果  56 例患者男性 30 例（55%），女性 26 例（45%），平均年龄 46.3 岁（16 岁--75 岁）。其

中右侧肿瘤 32 例（57.14%），左侧 21 例（37.5%），双侧 3 例（5.3%），平均大小 7.98cm

（6cm--15cm）。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嗜铬细胞瘤 20 例（35.7%），为病理组织

类型的大部分，髓样脂肪瘤 5 例（8.9%），恶性肿瘤 13 例（23.2%）。 

结论  总结了巨大肾上腺偶发瘤的临床特点、病理类型、治疗特点等，对该类型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PU-0555 

一个原发性糖皮质激素抵抗综合征家系的遗传学研究及文献回顾 

 
马丽芬 1,2,陈涛 2,田浩明 2 

1.宝鸡市中心医院 

2.华西医院 

 

目的  原发性糖皮质激素抵抗综合征是一个罕见的散发或家族性疾病，患者可无症状或出现低血

糖、严重低血钾、碱血症等危及生命的临床表现，以血清中皮质醇水平增高但无 cushing 综合征临

床表现为主要临床特征。其病因为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突变。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共有 12 个家

系、31 余例的病例报道，其中国内 2 例。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一个糖皮质激素抵抗综合征家系基因

筛查，明确其发病机制，并通过对本家系及文献报道的其他病例及家系系统分析，为临床实践提供

参考信息。 

方法  1、家系成员包括 1 例患者和 3 例临床表型正常成员。首先采用二代测序的方法对先征者的潜

在致病基因进行了筛查，随后采用直接测序法对先征者及其家系成员进行了验证。2、以“Primary 

Glucocorticoid Resistance/原发性糖皮质激素抵抗”、“Familial Glucocorticoid Resistance/家族糖皮

质激素抵抗”、“Primary Cortisol Resistance/原发性皮质激素抵抗”及其相关术语为检索词，检索了

MEDLINE（Pubmed）、EMBase（OVID） 和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CBM），对相关文献进行数

据汇总及系统分析。 

结果  1、二代测序及直接测序提示先征者携带纯合突变，c.1652C＞A，该突变位于 NR3C1 基因 5

号外显子，既往未见报道。该家系中 3 位无临床表型的成员中 2 位携带该位点的杂合突变，1 位为

野生型。该突变导致第 551 位丝氨酸被替换为酪氨酸。2、文献检索共检索出 31 例、12 个家系的

研究，其中 2 例中国患者，无中国家系的相关研究。这些患者中，有 29 例被遗传学证实携带有

NR3C1 的基因突变。除本研究外共涉及 15 个突变位点，多集中在外显子 5 和 9。本研究的突变部

位也位于外显子 5。 

结论  1、本研究发现导致原发性糖皮质激素抵抗的新的突变位点；2、原发性糖皮质激素抵抗患者

发病年龄不等，从出生 1 天到 77 岁老年患者均可发病，临床症状程度不一。临床中如发现皮质醇

及 ACTH 增高但患者没有 Cushing 综合征症状应考虑此病，行遗传学筛查积极明确诊断，以便让

患者得到及时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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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6 

顽固性低钾血症 1 例 

 
王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顽固性低钾血症的原因以及诊断思路，避免漏诊、误诊 

方法  对 1 例顽固性低钾血症患者进行病史收集，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以及基因分析，治疗后

长期随访，结合相关文献报道，总结顽固性低钾血症的注意事项，诊断思路及治疗方式。 

结果  1 例长期低钾血症女性患者，反复四肢乏力，全身麻木。入院后监测电解质示低钾低镁，血

气分析示碱中毒，高肾素高醛固酮，左肾上腺内侧支增粗，尿钙与尿肌酐比值<0.2，不合并高血

压，基因检测示申请人存在为 SLC12A3 基因突变，明确诊断为 Gitelman 综合征。予以口服补钾

及螺内酯，长期随访，血钾波动在 2.9 左右。 

结论  低钾血症为临床常见疾病，严重低钾可致心律失常等恶性事件发生，危及患者安全，临床上

遇到顽固性低钾血症要考虑到 Gitelman 综合征的存在 

 
 

PU-0558 

以“突发性呼吸困难、咯血痰、休克” 

为首发的嗜铬细胞瘤 1 例报道并复习文献 

 
陈小燕,邓雪莲,陈文忠,顾霞,邓顺有,陈婉玲,李东玲,关玉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一例表现为致命性的突发性呼吸困难、咯血痰、休克的嗜铬细胞瘤患者的临床处理经过

并复习文献，提高对不典型嗜铬细胞瘤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的认识。 

方法  分析总结 l 例不典型嗜铬细胞瘤的临床表现、诊断性检查、手术方式及病理特点，同时对相

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一例 29 岁的嗜铬细胞瘤并出血性囊肿患者，没有突发性高血压、头痛、出汗、心悸的临床表

现，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进行了一侧肾上腺的切除术并经病理明确诊断，术后随访患者预后良好. 

结论  致命性的突发性呼吸困难、咯血及休克是嗜铬细胞非常少见的首发临床表现，我们报道的本

例患者以此为首发表现，提示非典型嗜铬细胞瘤临床表现复杂，有的放矢地选择合适的检查并慎重

地处理，可减少误诊、漏诊及手术风险。 

 
 

PU-0559 

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低治疗过程中发生低磷血症 1 例 

 
罗带娣 1,卜石 2,张金苹 2 

1.湖南省邵东县人民医院 

2.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分析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低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低磷血症的原因及治疗策略 

方法  病例：患者，女，71 岁，因“皮肤颜色加深半年，纳差、乏力 4 月，加重 20 余天” 入院。患

者 4 个月以来纳差、乏力，恶心、呕吐，反复发作，逐渐加重，查血钠最低为 115.8mmol/l,予静脉

补钠、抗感染等对症治疗后效果不佳。近半年有血压及血糖下降情况，否认结核病史。入院后完善

检查考虑患者主要诊断为肾上腺结核导致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可能性大。予补液、糖皮

质激素替代治疗后，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但患者在恢复进食第 3 天开始出现血磷下降，最低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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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mmol/l，并出现阴离子间隙增高的代谢性酸中毒。患者入院后第一次血磷仍处于正常

（0.84mmol/L），考虑机体虽长期摄入不足、能量消耗增加，因机体代偿性减少胰岛素分泌，将

细胞内的钾、磷、钙、镁等电解质转移至细胞外液以代偿维持机体基本的生理活动。入院随着患者

激素的替代、糖-盐的补充、进食的增多（此患者最初基本上只进食碳水化合物），胰岛素分泌增

加，合成代谢增强，葡萄糖、磷、钾进入细胞增多，且患者进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蛋白、脂肪

少，含磷少，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低磷血症（最低时 0.36mmol/L）。这种在机体经过长期饥饿或

营养不良后，重新摄入营养物质后出现以低磷血症为特征的电解质代谢紊乱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症

候群，称为“再喂养综合征（再进食综合征）（refeeding syndrome，RFS）”。考虑到这一诊断

后，我们在患者的膳食中增加磷的摄入（增加肉食、蛋白、牛奶），继续糖皮质激素替代和抗结核

治疗，患者代谢状况逐渐得到改善，于再进食 1 个月后复查血磷正常，代谢性酸中毒得到完全纠

正。 

结果  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低在治疗前血磷正常，在治疗后发生低磷血症及代谢性酸中毒，给

予积极调整饮食结构后血磷恢复正常，代谢性酸中毒得到完全纠正。 

结论  严重的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低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发生低磷血症，需重视并给予积极治

疗。 

 
 

PU-0560 

合并神经性耳聋和先天性角膜营养不良的 

青春期发育延迟患者一例 

 
陈瑛瑛,康怡,姚合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一名 15 岁女性，因身高增长及第二性征发育明显落后于同龄人就诊。曾诊断神经性耳聋和先

天性角膜营养不良；曾有两次月经来潮，此后闭经；平素进食甜食后时有恶心、呕吐、胸闷等症

状。旨在对导致其生长发育迟缓的病因进行鉴别。 

方法  对患者进行常规体格检查及专科查体，完善垂体激素、甲功、皮质醇节律、血电解质评估及

GnRH 兴奋试验，进行盆腔超声、垂体动态增强 MRI 检查，并进一步完善染色体核型分析及全外

显子基因测序。 

结果  患者身高 152cm，指间距 143cm，上部量/下部量 0.9，乳腺及阴毛发育 Tanner 分期 2 期，

血压 112/70mmHg，嗅觉正常。化验甲状腺激素正常；皮质醇和 ACTH 部分时点水平升高，正常

节律存在，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未见明显异常；性激素及生长激素水平基本正常；GnRH 兴奋试

验示 LH 和 FSH 基础值偏低，GnRH 兴奋后，LH60 分钟达峰，FSH90 分钟达峰，峰值分别为基础

值的 19.97 倍和 3.93 倍，兴奋后雌二醇由基础的 0.25nmol/L 升高为 2.80nmol/L。盆腔超声示子宫

大小 3.6*2.1*3.2cm，内膜厚度 0.5cm;左右侧卵巢大小 2.6cm*1.3cm、2.4cm*1.7cm。骨龄测定示

骨骺未完全闭合，相当于 14-15 岁骨龄。垂体动态增强 MRI 示垂体、下丘脑未见明确病变征象；

双苍白球区异常信号，不除外代谢性病变相关改变；双侧额叶皮层下白质脱髓鞘或髓鞘形成不良。

染色体核型 46xx，正常女性核型。化验血清钾 3.33mmol/L，血清钙 1.75-1.78 mmol/L，血清磷

1.72-2.10 mmol/L，血镁 0.80mmol/L，计算经肾小管尿钾浓度梯度（TTKG）4.9（>3.0）、尿钾/

尿肌酐 3.27（>2.5）、24 小时尿钾/24 小时尿肌酐为 2.87（>2.5），考虑可能存在经肾失钾。全

外显子测序提示存在 MYO7A 基因 35 号外显子 R1602Q 纯合突变，以及 CACNA1D 基因 9 号外显

子 R419W、16 号外显子 V748I 的复合杂合突变，分别与 Usher 综合症、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伴

神经畸形）等相关。 

结论  患者因个人原因未能完善甲状旁腺及 RAS 系统评估，考虑其生长发育迟缓不除外与不典型醛

固酮增多症致低钾血症相关，其电解质紊乱可能与醛固酮促进钾离子、钙离子和镁离子排泄有关。

生长发育滞后的儿童及青少年患者，不应忽视血钾水平的评估，必要时可行基因检测除外某些可能

的遗传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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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61 

Gitelman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王新军,孙胜花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Gitelman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近 2 年住院诊断和治疗的 Gitelman 综合征患者６例，分

析其临床表现，检测血尿生化指标，并进行血气分析。第其中 1 例患者进行基因诊断。 

结果  6 例 Gitelman 综合征患者患者发病年龄 20~60 岁，男女比例为 2:1。临床上均有肢体乏力，

血压正常；实验室检查表现为低血钾、低血氯、低血镁、低尿钙、代谢性碱中毒，尿液偏碱；血肾

素-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系统激活。对 1 例患者的基因检测分析显示，SLC12A3 第 9 号外显子

1145 位 C 突变为 T，第 382 位氨基酸由苏氨酸突变为蛋氨酸。给予门冬氨酸钾铁、氯化钾、醛固

酮受体拮抗剂等治疗可升高血钾水平，缓解临床症状，但血钾、血镁未升至正常水平。对 1 例经基

因诊断确诊的患者给予消炎痛治疗后，血钾升至正常水平。 

结论  临床上提示低血钾、代谢性碱中毒、低血镁、低尿钙等需考虑 Gitelman 综合征，基因分析是

Gitelman 综合征诊断的金标准。治疗上给予氯化钾、门冬氨酸钾镁替代治疗，并联合醛固酮受体

拮抗剂和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预后良好。 

 
 

PU-0562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伴 PTH 升高的临床特点及诊断价值探讨 

 
李丹,秦映芬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简称原醛症，PA）合并 PTH 升高的患者的临床及生化特点，并

初步探讨血 PTH 在 PA 分型中的可能诊断价值。 

方法  1.收集 2013 年 1 月-2018 年 1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确诊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

症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和生化资料。按照血 PTH 水平将试验对象分为 PTH 升高组及

正常组，比较两组的临床表现、实验室特点。对 PTH 升高组间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补钾治疗

前后血 PTH、血电解质特点。按照病因将试验对象分为腺瘤组（APA）和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组

（简称特醛组，IHA），比较两组的临床特点，并通过绘制 ROC 曲线来评估血 PTH 在原醛症分型

中的最佳诊断切点。 

结果  1.按照 PTH 水平分组：PTH 升高组共 21 例（占 25%），PTH 升高组年龄低于正常组，低血

钙比例高（33.3%vs11.8%），血卧位醛固酮、24 小时尿钾及 24 小时尿钙均较正常组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升高组腺瘤发生率（90.5%）高于正常组（76.1%），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61）。2.原醛症 PTH 升高组伴血钾低的患者进行补充氯化钾治疗后血 PTH 值及血碳

酸氢根下降显著，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补钾后血钙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按病因分为腺瘤组与特醛组，两组比较，腺瘤组发病年龄更轻，血钾更低、24 小

时尿钾及 24 小时尿钙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腺瘤组血钙值低（p=0.053），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腺瘤组血 PTH 值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 PTH 升高比例为

28.8%（p=0.0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根据血 PTH 绘制 ROS 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为

0.725，与参照线下面积 0.5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分型诊断 APA 的最佳 PTH 切点

为 51.76pg/ml，其敏感性为 0.606，特异性为 0.8. 

结论  原醛症伴血 PTH 升高的比例达 25%，患者发病年龄轻，低血钙更多见。补钾治疗即可使原

醛症患者升高的 PTH 快速下降。原醛症腺瘤血 PTH 值更高，PTH 升高比例为 28.8%，血 PTH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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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醛症腺瘤与特醛分型的诊断切点为 51.76pg/ml，敏感性 0.606，特异性 0.8，可作为诊断原醛

症分型的一项新的辅助手段。 

 
 

PU-0563 

17α-羟化酶缺乏症 1 例病例分析 

 
侯建明,付星辉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l hyperplasia，CAH）是由于皮质激素合成过

程中所需酶的先天缺陷所致，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上较多见的为 21 羟化酶和 11 羟化

酶的缺陷，17α-羟化酶缺陷则少见，仅占 CAH 的 1%。17α-羟化酶缺乏症（17α-hydroxylase 

deficiency，17-OHD），又称 Biglieri 综合征。发病率约为 1/50，000-100,000。自 1966 年

Biglieri 等人首次报道以来，国内外仅有约 200 例的文献报道。此酶缺乏致皮质醇和性激素合成障

碍。临床主要表现为低肾素性高血压、低血钾，女性性幼稚、原发性闭经及男性假两性畸形。现对

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1 例 17α-羟化酶缺乏症进行报告分析，以期加深对该病的认识，降

低漏诊率，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1 例 17α-羟化酶缺乏症的临床资料（临床表现、体格检

查、血生化检查、激素检查、影像学检查、染色体及基因检测等），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

17α-羟化酶缺乏症的上述资料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22 岁社会性别女性患者，染色体核型 46，XX，临床表现及体征：高血压、低血钾，第二性

征缺如（乳房及外阴呈幼稚型，无阴毛、腋毛，原发性闭经）；实验室检查; 血皮质醇、雌激素、

雄激素、17-羟基孕酮水平低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促卵泡激素升高；影像学检

查：子宫体积明显偏小、双侧肾上腺增生。基因测序：CYP17A1 纯合致病突变。 

结论  22 岁社会性别女性患者，染色体核型 46，XX，临床表现及体征：高血压、低血钾，第二性

征缺如（乳房及外阴呈幼稚型，无阴毛、腋毛，原发性闭经）；实验室检查; 血皮质醇、雌激素、

雄激素、17-羟基孕酮水平低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促卵泡激素升高；影像学检

查：子宫体积明显偏小、双侧肾上腺增生。基因测序：CYP17A1 纯合致病突变。 

 
 

PU-0564 

皮质醇过敏感综合征一例 

 
黄珊珊,许一新,叶小珍,王燕燕,邵加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皮质醇过敏感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疾病，表现为靶器官对糖皮质激素反应亢进，即极微量的

糖皮质激素就可发挥极有效的作用。目前，国内外报道不足 10 例，该病与Ⅰ型人获得性免疫缺陷

病病毒（HIV-Ⅰ）的感染相关，本文将报道一例成年男性不明原因的皮质醇过敏感综合征。 

方法  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为明确诊断、鉴别诊断及查找病因，完善了垂

体 MRI、骨密度、颈椎及腰椎 MRI 等影像学检查，检测了包括血尿粪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

电解质及血脂，ACTH、皮质醇节律，24h 尿游离皮质醇，垂体及性激素，甲功等内分泌激素的情

况，完善了 OGTT 试验，HIV 抗体等检验。同时检索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本例患者与以往曾报道的

相关病例的异同。 

结果  患者青年男性，28 岁，以向心性肥胖、皮肤紫纹 5 年为主诉，近 2 年出现血压增高，半年前

出现腰背部疼痛。体格检查：身高：160cm，体重：60kg，BMI23.45kg/m2，腰围 103cm，满月

脸，水牛背，全身皮肤菲薄，双下肢胫前见多处破溃，部分愈合、结痂，多毛，额头、前胸、后背

多处痤疮，腹部、大腿内外侧至膝关节、腋中线见宽大皮肤紫纹。辅助检查：垂体 MRI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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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ke 囊肿可能，肾上腺 CT 未见明显占位性改变，严重骨质疏松，胸椎、腰椎多发压缩性骨折，

高胰岛素血症，多次血浆皮质醇及 24h 尿游离皮质醇均显著降低，ACTH 为正常低值，硫酸脱氢表

雄酮明显降低，泌乳素稍高，乙肝、梅毒及艾滋病抗体阴性，患者系头位顺产，出生体重、身高不

详，母乳喂养至 3 岁，出牙、走路、说话同同龄儿，否认外源性糖皮质激素服用和接触史，否认输

血史，否认饮酒史，否认家族传染病及遗传病史。 

结论  该患者有典型的库欣综合征临床表现，但血浆皮质醇及 24h 尿游离皮质醇均显著降低，

ACTH 为正常低值，且可除外药物引起的医源性库欣综合征，不支持酒精依赖性假性库欣综合征和

周期性库欣综合征，可诊断为皮质醇过敏感综合征，但该患者无 HIV 感染证据，目前病因不明。近

年来研究认为，该病也可能是由于肥胖症相关的胰岛素抵抗有关的代谢综合征引起的并发症，这一

并发症也被认为与病毒的感染有关。对于该患者，需进一步查皮质醇结合球蛋白，皮质醇受体数

量，皮质醇受体基因来查找病因。 

 
 

PU-0566 

原发性高血压合并无功能肾上腺意外瘤患者 

代谢综合症患病情况研究 

 
徐晶,李晓牧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本研究针对原发性高血压合并无功能肾上腺意外瘤患者，以原发性高血压无肾上腺占位患者

为对照，研究两组患者代谢综合症发病情况的差异，分析代谢综合症与皮质醇分泌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共纳入 2014 年-2015 年，于中山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原发性高血压合并无功能肾上腺意外瘤

患者 56 例（NFAI 组），原发性高血压肾上腺形态正常患者 58 例（EH 组）。收集身高、体重、

腹围、血压等体格检查参数，测定电解质,血脂谱,空腹及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及隔夜 1mg 地塞米

松试验后（ONDST）皮质醇水平。代谢综合症诊断标准根据 CDS2004 标准诊断。采用 SPSS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NFAI 组患者舒张压，BMI，腹围，2hPG，甘油三脂，ONDST 后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 EH 组

患者；56 例 NFAI 组患者中，22 例（39.2%）合并代谢综合症，显著高于 EH 组患者（14 例，

24.1%，P<0.05）。根据有无代谢综合症，分别将 NFAI 组和 EH 组患者分为代谢综合症组（MS

组）和非代谢综合症组（NMS 组），NFAI 组患者中 MS 亚组患者 ONDST 后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

NMS 亚组患者。NFAI 组患者以代谢综合症组分个数分组，比较各组 ONDST 后皮质醇水平，结果

提示，随着 NFAI 组患者代谢综合症组分异常数量增加，ONDST 后皮质醇水平逐渐升高。 

结论  原发性高血压合并无功能肾上腺意外瘤（NFAI）患者代谢综合症患病率为 39.2%，其代谢综

合症患病与与 ONDST 后皮质醇水平呈显著相关。 

 
 

PU-0567 

皮质醇增多症患者精准分型诊断 

 
段姗姗,肖钧芳,倪银星,段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对诊断皮质醇增多症患者围绕影像、病理及基因分析以精准分型诊断 

方法  入院后例行病史询问及各项检查，采集患者全血 DNA，手术切除病灶，送病理 

结果  36 岁男性患者因“反复乏力 2 月”入院，发现高血压(联合降压效果不佳)、家族史、紫纹及皮

质醇节律紊乱，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确诊皮质醇增多症，定位诊断于肾上腺，CT 发现左侧肾

上腺外侧支见结节影，直径约 1.9cm，手术切除左侧肾上腺结节，组织大体呈现色素结节样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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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诊断为原发性色素性结节样肾上腺病。补充查体发现唇皮肤斑点样色素沉着，述家族中多人有

类似唇皮肤斑点样色素沉着表型，基因测序发现 PRKAR1A 点突变(c.439(exon4)A>G)，诊断

Carney 综合征 

结论  皮质醇增多症患者全面病史、查体、影像、病理及基因分析有助于精准分型诊断 

 
 

PU-0568 

2 型糖尿病患者皮质醇节律类型及其代谢特征分析 

 
张倩,王帆,刘楠,赵琳,孙崴,苏本利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皮质醇节律类型糖代谢和脂代谢特征。 

方法  本研究共调查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4796 例，其中行皮

质醇节律测定患者 690 例，有 565 例患者符合入组标准，血皮质醇（F）高峰在 8:00 者 482 例

（F08），F 高峰在 16:00 者 50 例（F16），F 高峰在 0:00 者 33 例（F00），F08：F16：F00 以

2:1:1 进行匹配，剔除数据不完整病例，最终选取 88 例入组纳入分析，其中包括 F08 组 50 例，

F16 组 22 例，F00 组 16 例。 

结果  1. F08、F16、F00 的 8 点、16 点、0 点 F、日均 F 及 F%（F00/F08*100）均存在显著差异

（P<0.05）。F08、F16、F00 之间的臀围分别为 100.84±9.12：106.05±6.90：98.44±13.62，

（P=0.039），其他相关指标没有看到显著差异。 

2. 08:00F 与 HbA1C、FBG 呈正相关。00:00F 与 HbA1C、2hFBG 呈负相关。F%与 HbA1C、

2hFBG 呈负相关。16:00F 与 DBP 呈正相关。08:00F 与 SBP 的正相关。00:00F 与腰臀比呈正相

关，08:00F 与 HDL-C 呈正相关。 

3.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对 HbA1C 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有 00:00F、08:00F、F%，标准回归

系数分别为-0.819、0.490、0.539；对 FBG 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 08:00F，标准回归系数为

0.225；对 2hBG 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 F%，标准回归系数为-0.287。 

结论  本研究显示行皮质醇节律测定的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多数（85.3%）患者皮质醇节律仍保

持晨起时的高峰水平，部分（14.6%）患者高峰出现在下午（8.8%）或夜间（5.8%）。血皮质醇

水平可能主要受节律的高峰影响，且峰值及其升高程度与日平均水平一致。肥胖和慢性炎症似乎不

影响 T2DM 患者的皮质醇节律，但不同时段的皮质醇水平可能与糖代谢、脂代谢和血压有关。 

 
 

PU-0569 

ＳＤＨＢ 基因突变致副神经节瘤一例的临床及遗传分析 

 
陈荷叶 1,何庆 2,边波 2,姚薇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对一名副神经节瘤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总结，并进行基因突变分析，进一步探讨其发病机

制，以提高对副神经节瘤的诊疗水平。 

方法  采集并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采⽤⽅法为⽬标序列捕获⾼通量测序术，采⽤Illumina 公司

HiSeq 列测序平台对患者进行突变筛查。 

结果  患者为一位 23 岁的女性，因间断出现头痛头晕伴恶心呕吐及血压升高入院，症状多于饱食、

运动、弯腰、久站后出现，入院后患者血压平稳；心电图示：高侧壁心肌缺血；住院期间出现血压

阵发性升高，伴心悸、大汗，高达 194/110mmHg，立即予抽血查血浆甲氧基肾上腺类物质，发现

甲氧基去甲肾上腺素升高；24H 尿香草苦杏仁酸升高；腹膜后右肾前内侧软组织肿块；基因检测发

现患者携带 SDHB 基因杂合突变（c.563T>C:p.Leu188Pro），c.563T>C 变异会致 p.Leu188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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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义异，该变异在中国人群数据库中未收录。患者接受了外科手术治疗，术后恢复良好，未再诉上

述症状，血压在 90-110/60-80mmHg。术后病理回报：（右腹膜后）副神经节瘤，局部包膜不完

整；免疫组化染色示：Syn 和 CgA 阳性，MelanA、HMB45 和 α-inhibin 阴性，S-100 支持细胞阳

性，CD31 血管内皮阳性。 

结论  本文报道了一个罕见的患者以间断性高血压伴头痛头晕伴恶心呕吐及心悸大汗，血浆甲氧基

去甲肾上腺素升高；24H 尿香草苦杏仁酸升高，高侧壁心肌缺血，腹膜后右肾前内侧软组织肿块等

为特征，经基因检测发现患者携带 SDHB 基因杂合突变。 

 
 

PU-0570 

Carney 综合征-皮质醇增多症的罕少病因 

 
段姗姗,肖钧芳,倪银星,段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对诊断皮质醇增多症患者围绕影像、病理及基因分析以精准分型诊断 

方法  入院后例行病史询问及各项检查，采集患者全血 DNA，手术切除病灶，送病理 

结果  36 岁男性患者因“反复乏力 2 月”入院，发现高血压(联合降压效果不佳)、家族史、紫纹及皮

质醇节律紊乱，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确诊皮质醇增多症，定位诊断于肾上腺，CT 发现左侧肾

上腺外侧支见结节影，直径约 1.9cm，手术切除左侧肾上腺结节，组织大体呈现色素结节样病变，

病理诊断为原发性色素性结节样肾上腺病。补充查体发现唇皮肤斑点样色素沉着，述家族中多人有

类似唇皮肤斑点样色素沉着表型，基因测序发现 PRKAR1A 点突变(c.439(exon4)A>G)，诊断

Carney 综合征 

结论  皮质醇增多症患者全面病史、查体、影像、病理及基因分析有助于精准分型诊断 

 
 

PU-0571 

肾上腺皮质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王卫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肾上腺皮质癌是一种预后差的罕见病,其分子发病机制主要与基因突变、类固醇生成因子

1(Steroidogenic factor-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细胞生长因子表达异常、

Wnt 信号通路异常激活、miRNA 失调和 DNA 甲基化等有关。 

方法  近年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从分子水平鉴别良恶性肾上腺皮质肿瘤为肾上腺皮质癌早期诊

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结果  随着影像学检测技术普及,肾上腺肿瘤检出率呈上升趋势。但目前仍缺乏有效鉴别良恶性肾上

腺肿瘤的方法,肾上腺皮质癌确诊依赖于病理诊断,其中 Weiss 评分在临床应用最广泛,但评分标准受

主观因素影响,敏感性和特异性都存在一定缺陷。 

结论  肾上腺皮质癌的分子机制主要涉及基因突变(CCND1、TOP2A、TP53 等)、Wnt 信号通路异

常激活、SF-1、IGF-2 和细胞生长因子的异常表达、miRNA 失调及 DNA 甲基化等诸多因素。

TP53 基因检测为皮质癌基因诊断的主要手段,SF-1、IGF-2 等标志物可作为分子诊断的重要方法,

细胞生长因子、miRNA 异常表达未来可能为患者临床转归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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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2 

儿童原发性色素结节性肾上腺皮质病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孟曦,巩纯秀 

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色素结节性肾上腺皮质病（PPNAD）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思路，以提高临床医师对

儿童 PPNAD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儿童 PPNAD 患者的临床、实验室资料及治疗过程，结合相关文献进行讨

论。 

结果  患儿具有典型的库欣综合征临床表现及典型非 ACTH 依赖性库欣综合征的实验室检查特点，

超声及 CT 提示双侧肾上腺轻度增大，边缘呈小结节状，肾上腺组织病理表现为肾上腺皮质结节样

增生和结节间皮质萎缩，PRKACA 基因 exon1 大片段缺失，PPNAD 诊断明确。结合患儿皮肤牛奶

咖啡斑，同时临床诊断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患儿行单侧肾上腺切除及对侧肾上腺次全切手

术，术后随访半年库欣症状缓解，无激素替代，ACTH、皮质醇恢复正常范围。 

结论  PPNAD 是库欣综合征的一种罕见亚型，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孤立性 PPNAD 术前诊断及

鉴别较难，易被漏诊，可以通过 PPNAD 常见突变基因检测的方式协助术前确诊。儿童 PPNAD 治

疗需强调个体化。 

 
 

PU-0573 

生理盐水试验确诊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最佳切点再评价 

 
宋颖 1,杨秀勇 2,何文雯 1,梅玫 1,胡金波 1,李启富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是继发性高血压的常见病因之一。PA 的诊断流程分为筛查、确诊和

分型。目前我国临床上常开展的确诊试验包括生理盐水试验(SIT)和卡托普利试验，目前国内关于

SIT 的诊断切点尚无统一的标准，且相关研究多为回顾性、未采用严格的诊断标准。本研究拟评估

SIT 在 PA 诊断中的价值及最佳诊断切点，同时分析钠盐摄入量对 SIT 的影响。 

方法  采用前瞻性设计，按照 2008 年美国 PA 诊治指南对纳入的 236 例 PA 高危患者通过化学发光

法分别进行卧位、立位血浆醛固酮浓度(PAC)、血浆肾素浓度（PRC）测定，所有筛查阳性者均行

SIT 和氟氢可的松试验。以氟氢可的松试验后 PAC≥8 ng/dl 作为 PA 的诊断标准，构建 SIT 诊断

PA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根据 24 h 尿钠水平，将患者分为低盐、正常盐及高盐组，分析

钠盐摄入量对 SIT 的影响。 

结果  最终 236 例 PA 高危患者中有 PA 134 例（醛固酮瘤 72 例，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28 例、未

分型的 PA 34 例），原发性高血压(EH) 102 例。PA 组的 BMI、血钾较 EH 组低，收缩压及 24 h

尿钾高于 EH 组(P<0.05)。性别、年龄、舒张压、空腹血糖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 PA 与 EH 组

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PA 组中，SIT 前后的 PAC 及 SIT 后的血浆醛固酮/肾素浓度比值(ARR)

高于 EH 组；SIT 前后的 PRC 及 SIT 后 PAC 的抑制率均低于 EH 组（p<0.01）。SIT 后 PAC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ROC)为 0.974(0.957,0.991)，高于 SIT 后的 ARR 及试验前后 PAC 抑制率的

AUCROC [0.900(0.862,0.938), 0.752(0.690,0.8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 SIT 后

PAC 8.0 ng/dl 作为 PA 的诊断切点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8.1%、95.1%。不管在 PA 还是

EH 患者中，低盐、正常盐及高盐组之间 SIT 后的 PAC 水平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SIT 因其敏感性、特异性高，普遍耐受性好，花费少，且不受钠盐摄入量的影响，是临床工

作中较常用的确诊试验。SIT 后 PAC 为诊断 PA 的最佳指标，推荐切点为 8.0 ng/dl，结果与国际

PA 诊治指南所推荐切点(SIT 后 PAC 5～10 ng/dl)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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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0574 

由 CYP21A2 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 21-羟化酶缺陷症 

2 例并文献复习 
 

杜婷婷,周柳宏,冯丽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21-羟化酶缺陷症是一种常染色隐形遗传病，CYP21A2 基因突变是造成 21-羟化酶缺陷症的

主要原因，CYP21A2 基因位于 6 号染色体短臂上，与假基因 CYP21A1P 具有 98%的同源性。本

研究通过分析 2 个 21-羟化酶缺陷症家系的分子机制，探讨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关系，为 21-羟化

酶缺陷症患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 1 个 21-羟化酶缺陷症非近亲结婚的两代家系，收集患者病史，进行实验室检查及影像

学检查，并进行 DNA 测序及 MLPA 检测。 

结果  先证者 1：临床表现为双侧乳房发乳不良，阴蒂异常增大，彩超示子宫变小，实验室检查示

皮质醇降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及血 17-羟孕酮增高，先证者 1 之妹，症状与先证者类似，均有青

春期性腺发育不良及原发性闭经。无高血压,低血钾临床表现。 

对先证者 1 的 p450c（CPY21A2）进行 DNA 测序，发现其 CYP21A2 基因第 6 号外显子 515 位碱

基存在 c.515T>A(P.I172N)的“纯合”突变，对其父母进行检测发现，其父亲是该突变的携带者，母

亲为正常序列，不符合遗传规律，进一步通过 MLPA 检测发现，受检者 CYP21A2 基因存在大片段

杂合缺失（包含 c.515T>A 位点）。因此先证者 1 为 c.515T>A 位点杂合突变并大片段杂合确实的

复杂杂合子。先证者 1 之妹的基因检测结果也显示其为 c.515T>A 位点杂合突变并大片段杂合确实

的复杂杂合子。 

结论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该组家系 2 姐妹的分子机制分析，发现两者均具有 CYP21A2 复合杂

合突变，结合其临床症状，可以诊断为 21-羟化酶缺陷症。CYP21A2 基因突变可导致酶活性降

低，进而引起体内激素水平改变。21-羟化酶缺陷症的表现多种多样。直接测序只能检测到点突

变，而 MLPA 可用于检测大片段基因缺失。两种技术结合，可以准确判断其基因型。通过研究 21

羟化酶缺乏的分子遗传机制，可以优化确诊方法，这对于患者家族中的携带者的诊断和遗传咨询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575 

甘草酸制剂致严重低血钾、低血钙、高血磷、 

代谢性碱中毒、高肌酸激酶患者 1 例 

 
杨彦,王煊,康姚洁,张婷婷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目的  甘草酸制剂由于其类醛固酮作用，可导致假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常表现为低血钾、代谢性

碱中毒、高血压。但患者同时合并低血钙、高血磷及严重肌酸激酶升高的现象并不常见。本文报道

我们所诊治的 1 例患者，旨在提高对于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总结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特点、辅助检查等。 

结果  患者为 32 岁女性。HBsAg 阳性 13 年，肝功异常 4 月余，并于 4 月前开始运用复方甘草酸苷

治疗。近 1 个月自觉易出现手足麻木、抽搐，呈“助产士手”，无明显肌痛。入院后测血压波动于

106-138/66-97mmHg。化验提示：血钾 2.1mmol/L、血钙 1.64mmol/L、血磷 1.35mmol/L、二氧

化碳结合力 31mmol/L、肌酸激酶 1115U/L、尿钾 55.2mmol/24h、PTH 61.34pg/ml。患者 4 年因

甲状腺乳头状癌行甲状腺全切术，目前服用优甲乐 66.7ug 1/日治疗，复查甲状腺功能正常，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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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mIU/L。患者入院后给予较大剂量补钾、补钙治疗，疗效不佳。经多方排查，病因锁定于甘草

酸制剂的运用。停复方甘草酸苷 5 天后复查各项指标明显改善。 

结论  甘草酸制剂可导致假性醛固酮增多症，进而进一步导致低血钙、高血磷及严重肌酸激酶升

高。 

 
 

PU-0576 

17α 羟化酶缺陷症 1 例诊疗体会 

 
周柳宏,杜婷婷,冯丽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为肾上腺皮质类固醇激素先天性合成障碍引起的疾病，由编码皮质

激素合成关键酶基因突变所致，其中 17α 羟化酶缺陷症（17OHD）相对少见。本文将报道 1 例

17OHD 患者临床特征及突变基因，分享诊疗体会。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 例 17OHD 患者进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通过基因测序明确突

变类型，制定诊疗方案并长期随访。 

结果  患者，女，23 岁，以“闭经，发现高血压 8 年，肾上腺占位 2 天”入院，偶有四肢乏力，当地

B 超示右肾上腺低回声包块。既往男性假两性畸形于我院行腹腔镜下双侧睾丸切除术，术后应用雌

激素治疗。体格检查：BP 190/129mmHg，乳房未发育，无阴毛、腋毛，女性外阴，幼稚型，阴道

盲端。辅助检查：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高，皮质醇、血钾低，肾上腺增强 CT：右肾上腺

增生并腺瘤（截面约 1.5x1.9cm），左肾上腺增生（横截约 6.0x1.2cm）。染色体核型分析（46，

XY）。患者基因测序 CYP17A1 基因 c.985_987delTACinsAA p.(Tyr329fs)纯合突变；父母均为

CYP17A1 基因 c.985_987delTACinsAA 杂合子。结合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及基因检测，患者确诊

17α 羟化酶缺陷症。给予口服氢化可的松 20mg tid，降压补钾治疗。1 月后复查 ACTH 正常水平低

限，氢考减为早 20mg，晚 10mg；再 1 月后查 ACTH 升高，体重增加，考虑氢考半衰期短，对

ACTH 抑制作用欠佳，调整给药频率为每日 3 次，即早 10mg，午 10mg，睡前 5mg。3 月后复查

肾上腺增强 CT：双侧肾上腺增生及右肾上腺瘤均较前缩小，ACTH 仍高，调整氢考为 10mg tid。

目前患者病情平稳，ACTH 正常，血压控制可，无库欣临床表现，近期将复查肾上腺 CT。 

结论   该患者呈经典 17α 羟化酶缺陷症临床表现，基因测序显示 CYP17A1 基因

c.985_987delTACinsAA 纯合突变，父母均为 CYP17A1 基因 c.985_987delTACinsAA 杂合突变。

通过该病例，我们有 2 点诊疗体会：1.考虑患者双侧肾上腺增生及腺瘤与 ACTH 升高有关，我们首

先应用激素替代治疗，目前患者肾上腺增生及腺瘤均呈萎缩征象，长期随诊，如继续萎缩，可避免

手术创伤性治疗风险；2.在相同氢化可的松治疗量（30mg/d）下，患者每日 3 次（10mg tid）用药

较每日 2 次（早 20mg 晚 10mg）ACTH 控制效果好。 

 
 

PU-0577 

转移性肾上腺黑色素瘤一例并文献分析 

 
李红利,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一例转移性肾上腺黑色素瘤的病例分享，提高临床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一例转移性肾上腺黑色素瘤病人的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并相关文献学习，详细分析病人病

情演变及目前对该疾病的认识。 

结果  该病人经皮下肿物活检确认为黑色素瘤，因全身多部位转移，且一般情况较差，最后放弃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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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黑色素瘤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皮肤粘膜和色素膜恶性肿瘤。当发生肾上腺转移时，临床上往

往注意患者的原发肿瘤和肿瘤晚期症状，肾上腺皮质功能不足的表现被掩盖而容易被忽视。肾上腺

是人体恶性肿瘤转移的好发器官之一，发生率仅次于肺、肝、骨，一般以单侧转移多见。恶性肿瘤

易通过血行转移至肾上腺。肾上腺转移时已属肿瘤晚期，应全面分析各项因素，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具体分析，提高患者其生存率。 

 
 

PU-0578 

嗜铬细胞瘤致多器官损害 1 例病历报告并文献复习 

 
刘林,高莹,张俊清,郭晓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男性，21 岁，因“间断腹痛 2 年、反复呼吸困难 1 年余、右侧肢体力弱 5 月余”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入院。2 年前体检发现血压 160/140mmHg，无不适未诊治，后突发腹痛伴血压血压高至

200/140mmHg，CT 提示左肾上腺占位，血儿茶酚胺明显升高，诊为嗜铬细胞瘤，拟行手术，但术

前发现心脏扩大，未能手术，后患者心脏进行性增大，并出现心尖附壁血栓，入院前 5 月血栓脱落

造成脑栓塞。病初曾服用足量酚苄明后转为主要服用 ACEI、β 受体阻滞剂。患者双手背、肘部，

膝部及踝部逐渐出现对称暗紫色红斑。如我科后查：UTP：2.49g/24hr，HbA1c7.5%；BNP：

413pg/ml；尿 VMA 定性：阳性；血 NE：184.017pmol/ml, E 1.305pmol/ml,DA 0.424pmol/ml； 

血肾素、醛固酮、皮质醇正常； UCG：全心扩大，左室心尖可见无活动半月形等回声团块附着，

厚度 0.8cm，二尖瓣中度返流，三尖瓣、主动脉瓣轻度返流，肺动脉收缩压 48.5mmHg；心脏增强

MRI：多部位弥漫运动不良、低灌注灶，缺血性扩张性心肌病可能大；腹部增强 CT： 左侧肾上腺

可见一混杂密度占位，大小约 4.3×5.3×5.7cm 增强扫描可见强化。右肾正常形态消失，右肾及左肾

下极背侧可见楔形稍低密度，局部肾实质缺损。肝 S8 可见多发稍低密度灶。 

方法  入我科后于足量酚苄明及对症支持，后于 2014-6-20 腹腔镜切除左肾上腺肿物，病理示左肾

上腺嗜铬细胞瘤。 

结果  术后 2 天床旁 UCG 示肺动脉压降至正常；术后 2 周血压 110-120/70-80mmHg；术后 6 月患

者日常活动无喘憋不适，血压 110-120/70-80mmHg；心率 60-70bpm；双手背、肘部，膝部及踝

部皮疹完全消退，复查尿蛋白定性微量，131I-MIBG 显像：全身未见异常放射浓聚区；术后 11 月患

者日常活动耐量好、慢跑无明显喘憋等不适，血压 110-120/70-80mmHg，胸片及 UCG 心脏进行

性缩小。复查心脏增强 MRI 较前明显好转。肾上腺增强 CT 示：术后改变无复发。肝脏形态未见异

常，肝实质内未见异常密度及异常强化灶，原肝脏内多发低密度灶此次未见明显显示，肝体积较前

缩小。 

结论  嗜铬细胞瘤患者长期高儿茶酚胺安血症，会造成严重的多系统损害，创造条件及时手术治

疗，可避免遭成多严重系统损害，改善预后；术前 α 受体阻滞剂应用，不仅增加手术安全性，且有

靶器官保护作用。 

 
 

PU-0579 

负压封闭引流联合前列地尔治疗糖尿病足溃疡 42 例临床分析 

 
卢爱俊,李冬梅,岳小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溃疡采取负压封闭引流联合前列地尔注射液治疗的疗效。 

方法  选取 42 例 2015 年 3 月—2017 年 1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接受治疗的糖尿病足溃疡患者

（Wagner 分级 3-4 级），男 22 例、女 20 例，以随机方式将其按 1：1 比例分为对照组与联合治

疗组各 21 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控制血糖、血压、血脂等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负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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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引流（Vacuum scaling drainage VSD）治疗，联合治疗组患者给予负压封闭引流治疗联合前列

地尔静滴。观察 2 组患者创面愈合情况，不良反应，以及治疗前后下肢血供与神经传导速度，并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  42 例糖尿病足患者治疗期间无明显不良反应。对照组患者创面愈合率 61%、治疗有效率

81%，联合治疗组患者创面愈合率 94%、治疗有效率 100%，联合治疗组创面愈合率、治疗有效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 05); 两组患者治疗前足背动脉峰值流速、ABI、胫神经及腓浅神经传导速度

比较无明显差异(P＞0. 05)，治疗后上述指标均有改善，而联合治疗组上述指标改善程度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P＜0. 05)。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联合前列地尔在糖尿病足治疗中疗效显著，不仅可以提高临床效果，而且可以

明显改善下肢血供与神经传导速度，安全性高，值得借鉴。 

 
 

PU-0580 

血清白细胞介素 35 与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金婷 1,李红 1,彭诗乔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研究所 

 

目的  近 30 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其中 2 型糖尿病约占 90%以上。2 型糖尿病表现为

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β 细胞功能失调，目前认为慢性炎症反应参与了 2 型糖尿病的发病过程。白细胞

介素 35（IL-35）是近年研究较热的一种抑制性炎症因子，在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炎症相关疾

病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关注 IL-35 与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选取 2 型糖尿病患者 44 例（DM 组）和健康患者 44 例(C 组)，记录受试者的性别、年龄、身

高、体重和血压等一般情况，并空腹状态下采集患者外周血。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甘油三酯（TG）、总

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同时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血清 IL-35 水平。 

结果  （1）DM 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FPG、2hPG、HbA1c、TG、TC 和 LDL-C

均高于 C 组（P<0.01）,而 HDL-C 低于 C 组（P<0.05）。两组中患者性别、年龄和 BMI 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DM 组血清 IL-35 水平显著低于 C 组[（498.2±28.41）pg/ml vs

（1144.00±69.52）pg/ml]（P<0.01）。(3)DM 组的血清 IL-35 水平与 HbA1c、FPG 和 LDL-C 呈

负相关（分别为 r=-0.4623;r=-0.715;r=-0.3963）。(4)在校正性别、年龄、BMI 和血脂等因素下，

血清 IL-35 对 2 型糖尿病发生的影响为抑制作用（回归系数 =-0.011，95%可信区间为

0.979~0.999，P<0.05）。 

结论  血清 IL-35 水平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显著降低，可能作为保护因素参与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发

展过程，未来可能作为糖尿病新的治疗靶点。 

 
 

PU-0581 

七星丹治疗糖尿病足 3 期的疗效分析 

 
刘万富,谢超,谢兰兰,张丽微,郭晓莉,李统,张新霞 

成都中医药大学 

 

目的  为验证外用制剂七星丹在糖尿病足 3 期治疗的效果，为临床医生提供使用七星丹治疗糖尿病

足的临床参考依据，发挥中医外用制剂在糖尿病足治疗上的优势。 

方法  通过对患者普通治疗前后与七星丹前后治疗后足部溃疡创面的对比，以及患者的病情分析。 

结果  中药外用制剂七星丹在治疗糖尿病足 3 期有明显的优势，价格便宜，易于操作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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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药外用制剂在治疗糖尿病足 3 期有明显的优势，价格便宜，易于操作和推广，可以开发和

利用。 

 
 

PU-0582 

中、低预混胰岛素类似物联用与基础-餐时胰岛素 

在撤胰岛素泵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刘慧君,陈锋 

鄂东医疗集团市中医医院（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比较中、低预混胰岛素类似物联用与基础-餐时胰岛素在撤胰岛素泵治疗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经胰岛素泵短期强化治疗血糖达标后的 8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撤泵后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基础-餐时胰岛素（睡前甘精胰岛素+三餐前诺和锐）皮下注射的方法，治

疗组则采用中、低预混胰岛素类似物联用（早、中餐前诺和锐 50+晚餐前诺和锐 30）皮下注射的

方法。比较两组治疗 12 周后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 (2hP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每日胰岛素用量、体重指数(BMI)及低血糖发生率。 

结果  两组 FPG、2hPG、HbA1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每日胰岛素用量、BMI

及低血糖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撤胰岛素泵治疗后，中、低预混胰岛素类似物联用与基础-餐时胰岛素一样，均能很好的控制

血糖，且中、低预混胰岛素类似物联用能减少胰岛素的用量、减少体重增加，仅存在低血糖偏高的

风险，值得在临床应用推广。 

 
 

PU-0583 

暴发性 1 型糖尿病的临床特点与分析 

 
谢新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目的  针对 5 例暴发性 1 型糖尿病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 

方法  收集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 5 例 FlDM

患者的一般资料、记录病史及入院时生命体征，入院后检测静脉血糖、血酮体、电解质、血气分

析、肝肾功能、血常规、糖化血红蛋白、血淀粉酶，血糖控制稳定后行胰岛素及 C 肽释放试验，并

检查 ICA、GADAb、IAA 等糖尿病抗体。记录胸部及胰腺影像学、治疗情况及出院时胰岛素用量

等。生化指标采用酶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采用高效液相法，C-P 及糖尿病抗体采用放射免疫法检

测。 

结果  1、5 例患者入院时均有口干、多饮症状，从发病到住院时间 1-3 天，1 例患者以呕吐、腹痛

等消化道症状先收入消化内科后转入内分泌代谢科治疗；1 例患者以右下腹疼痛及压痛收入胃肠外

科后转入内分泌代谢科；有 2 例患者合并有发热，1 例有咳嗽、咳痰。5 例患者均起病急，以糖尿

病酮症酸中毒起病，合并有白细胞增高，其中有 4 例合并有不同程度的肺部感染，3 例患者合并血

压下降等低血容量性休克表现。 

2、5 例患者入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高钾血症及低钠血症、肾功能血肌酐增高、血尿酸增高，3 例患

者血淀粉酶增高，有 1 例血肌酸激酶增高，2 例血白蛋白下降。5 例患者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均不

高。5 例患者糖尿病相关抗体（包括胰岛素抗体、胰岛细胞、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均阴性。两例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低血糖情况。 

3、 5 例患者入院首次测随机血糖为 31.8-58.9mmol/L，糖化血红蛋白(HBA1c)6-7.5%，静脉血碳

酸氢根（HCO3）4-10mmol/L，动脉血气分析 PH 值 7.09-7.23，病情稳定后行胰岛素及 C 肽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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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静脉血空腹血糖（FBG）8.4-20 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PBG）22.3-38.7 mmol/L；空腹

胰岛素（FINS）0.2-1.56 uU/ml，餐后 2 小时胰岛素（INS2h）0.02-0.16 uU/ml，空腹 C-肽（F-

CP）0.01-0.05nmol/L，餐后 2 小时 C-肽(P-CP)0.02-0.05 nmol/L，血糖控制达标（空腹血糖 4.4-

7.0mmol/L，非空腹血糖 4.4-10 mmol/L）时，胰岛素用量为 30-69 U/d，住院天数 4-13 天。随访

1 年后复查胰岛 β 细胞功能未见明显改善。 

结论  暴发性 1 型糖尿病起病急，常合并严重的代谢紊乱，预后极差，胰岛 B 细胞功能受损严重 

 
 

PU-0584 

2 型糖尿病患者骨钙素水平 

及其与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β 细胞功能相关性分析 

 
郑俊龙,孙榕婉 ,张娟 ,蒋升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T2DM 患者血清骨钙素水平及其与胰岛素抵抗、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 403 名 T2DM 住院患者，记录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病史等一般信息。

测定其 OC、Ca、Mg、P、PTH、25(OH) D、FBG、FINS、HbA1c，行葡萄糖耐量实验后测定其

2hBG、2hINS，计算 BMI、HOMA-IR、HOMA-β。将研究对象分别按年龄、性别、BMI、骨钙素

水平分组比较其代谢水平，分析骨钙素水平与胰岛素抵抗及胰岛 β 细胞功能相关性。 

结果  青年组的 Ca 水平高于老年组（P<0.05）。女性组患者的 OC（Z=4.596，P<0.001）、PTH

（Z=3.150，P=0.002）、P（t=5.258，P<0.001）水平高于男性组患者（P<0.05）。男性组患者

的 25（OH）D 水平高于女性组患者（Z=3.196，P=0.001）。肥胖组患者的 25（OH）D 水平低于

超重组和正常体重组(P<0.05)。超重组的 OC 水平低于正常体重组（P<0.05）。OL 组患者的

HbA1c（t=4.479，P<0.001）、FBG（Z=3.579，P<0.001）、2hBG（Z=4.413，P<0.001）水平

高于 OH 组患者（P<0.05）；OL 组患者的 2hINS（Z=3.482，P<0.001）、HOMA-β（Z=2.397，

P=0.017）低于 OH 组（P<0.05）。OC 水平与 2hINS（r=0.152）和 HOMA-β（r=0.121）呈正相

关（P<0.05），与 HbA1c（ r=-0.244）、FBG（ r=-0.176）、2hBG（ r=-0.241）呈负相关

（P<0.001）。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骨代谢等相关指标存在差异性，血清 OC 与糖代谢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血清 OC 可能通过改善胰岛 β 细胞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等途径参与血糖代谢调节。 

 
 

PU-0585 

血沉和超敏 C 反应蛋白与 2 型糖尿病 

合并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分析 

 
郭诗哲 1,龚伟 1,俞一飞 1,王蒙 1,李益明 1,闻杰 1,2,张朝云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静安区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沉（estimated-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和超敏 C 反

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的水平以探讨其在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的诊断意义。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纳入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内分

泌科住院的 1210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以肾小球滤过率（eGFR）作为分组依据，分为

eGFR≥90ml/min/1.73m2, 60-90ml/min/1.73m2, 30-60ml/min/1.73m2, and <30ml/min/1.73m2 共 4

组，并对 DKD 患病率，以及 ESR 和 hsCRP 进行分组分析。再以尿白蛋白肌酐比（ACR）作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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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依据，将患者分为 ACR≤30mg/g, 30-300mg/g, and ACR>300mg/g 共 3 组，依次对每组的 DKD

患病率、ESR 和 hsCRP 水平进行分组比较。进一步，将患者分别依据 ESR 的三等分位和 hsCRP

的三等分位将患者分组，对各组的 eGFR 和 ACR 水平进行比较。最后，应用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

回归法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绘制 ROC 曲线判断最佳的临界值和诊断价值。 

结果  2 型糖尿病合并糖尿病肾病的患者的 ESR 和 hsCRP 的水平较单纯 2 型糖尿病组高（均

<0.001）。ESR 与 hsCRP 随 eGFR 的降低与 ACR 的升高而升高。eGFR 随着 ESR 与 hsCRP 的

增加而降低，ACR 随着 ESR 与 hsCRP 的增加而增加。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归法显示，校正了

年龄、性别、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等相关因素后，ESR 是 2 型糖尿病合并糖尿病肾病独立相关因

素，而 hsCRP 并非独立相关因素。在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中，ESR 的临界值分别为 11mm/h（曲

线下面积为 0.685，阳性预测值为 32.3%，阴性预测值为 87.3%）和 25mm/h（曲线下面积为

0.698，阳性预测值为 36.6%，阴性预测值为 87.5%）。 

结论  ESR 是 2 型糖尿病合并 DKD 的独立相关因素，并可以帮助诊断 DKD。 

 
 

PU-0586 

不同糖脂代谢状态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 

血 Treg/Th17 平衡的变化研究 

 
李敏,段伯焕,郭英,李玉,任静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  Thl7 细胞浸润与 IL-17 的生成可造成脂肪在肝细胞里积淀，因此出现了肝脏脂肪性病

变，本文探讨不同糖脂代谢状态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血 Treg/Th17 平衡及相关细胞因子的变化。 

方法  方法  选取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于收治的脂肪肝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纳入

及排除标准分为 5 组，健康对照组（N=42）、超重肥胖无糖脂代谢紊乱（N=28）、超重肥胖仅脂

代谢紊乱（N=23）、超重肥胖合并脂代谢紊乱和糖尿病前期（N=26）、超重肥胖合并脂代谢紊乱

和糖尿病（N=43），比较不同糖脂代谢状态脂肪肝组和健康对照组间的一般资料和体质量指标，

生化指标，Treg、Th17 细胞表达率及 Treg/Th17 变化，及相关细胞因子的变化。 

结果  结果  检测脂肪肝患者外周血存在 Treg/ Th17 失衡，以 Treg 表达率和 Treg/ Th17 比值下降

为主，而 Th17 变化不明显，且伴有血清 IL6 和 IL17 A 水平升高(P 均<0.05)；并进一步探讨脂肪肝

患者合并不同糖脂代谢状态的亚组， 发现随着糖脂代谢紊乱的加重，外周血 Treg/ Th17 比值呈逐

渐下降的趋势(P<0.05)。 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表明随着 HbA1 C 的升高，Treg 细胞表达率和 

Treg/ Th17 比值下降。且随着 IL4 水平升高，Th17 表达率减少(P 均<0.05)。 

结论  IL-17 通过游离脂肪酸的协同作用时能够诱导 IL-6 的生成，而 IL-6 又能够诱导 Thl7 细胞进行

分化，因此分泌 IL-17 参与单纯性脂肪性肝病以及脂肪性肝炎形成的病理过程； 同时，IL-6 抑制

Treg 细胞的分化形成，由此造成 Thl7/Treg 失衡。研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外周血中 T 淋巴细

胞中亚群 Treg 和 Th17 细胞的比例，探讨二者在不同糖脂代谢状态下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病

机制的关系。Th17/ Treg 平衡可能参与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和发展，且与胰岛素抵抗存在

一定的相互作用，为该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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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7 

不同糖耐量水平患者血管紧张素Ⅱ、TGF-β 

与肾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莫翠瑶,刘云峰,杨静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正常糖耐量个体、糖调节受损患者、新发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管紧张素Ⅱ、转

化生长因子-β（TGF-β）与肾功能的关系，为临床上运用 ACEI、ARB 及抗 TGF-β 药物可延缓糖尿

病肾病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纳入 128 例受试者，根据糖耐量试验结果分为新发 2 型糖尿病组(44 例)，糖调节受损组(41

例)，正常糖耐量组(43 例)，用酶联免疫分析法测定空腹血清 TGF-β 水平，留取受试者尿液送内分

泌实验室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尿微量白蛋白、尿 α1 微球蛋白、尿 β2 微球蛋白的活性以及测定其

他临床指标。所有数据的处理均采用统计软件 SPSS 20. 0 进行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 x ± s) 进行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P＜0. 05 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各组别的年龄、性别、BMI、血压、血脂无统计学差异，通过分析血管紧张素Ⅱ、

TGF-β 与尿微量白蛋白、尿 α1 微球蛋白、尿 β2 微球蛋白的关系，从而了解在糖尿病早期，血管

紧张素Ⅱ、TGF-β 对肾脏功能的影响，为阐明血管紧张素Ⅱ、TGF-β 在糖尿病早期肾脏病变的发

生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结果  T2DM 组、IGR 组的 TGF-β、尿 α1 微球蛋白、尿 β2 微球蛋白与 NGT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而 T2DM 组与 IGR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组的血管紧张素Ⅱ、HbA1c、空腹血

糖、餐后 2h 血糖、尿微量白蛋白在两两比较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GF-β 与空腹血糖

（r=0.282,p=0.001）,餐后 2h 血糖（r=0.368,p=0.000）,HbA1c(r=0.329,p=0.000)，血管紧张素Ⅱ

（ r=0.329,p=0.000 ） ， 尿 微 量 白 蛋 白 （ r=0.423,p=0.000 ） ， 尿 α1 微 球 蛋 白

（r=0.523,p=0.000）、尿 β2 微球蛋白（r=0.514,p=0.000）呈正相关。血管紧张素Ⅱ与空腹血糖

（r=0.282,p=0.001）,餐后 2h 血糖（r=0.422,p=0.000）,HbA1c(r=0.306,p=0.000)呈正相关，尿微

量白蛋白（ r=0.324,p=0.000），尿 α1 微球蛋白（ r=0.333,p=0.000）、尿 β2 微球蛋白

（r=0.267,p=0.002）呈正相关。且血管紧张素Ⅱ与 TGF-β（r=0.329,p=0.000）呈正相关。 

结论  在糖尿病早期，血管紧张素Ⅱ、TGF-β 影响肾脏功能。 

 
 

PU-0588 

非布索坦降低 SUA 对 STZ 诱导糖尿病肾损害大鼠肾功能的影响 

 
马慧璇 1,冉建民 2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2.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研究利用抑制尿酸合成的药物非布索坦(Febuxostat, FX) 干预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糖尿病

(DM)大鼠模型。观察血尿酸、尿白蛋白排泄率、肾功能的改变。以期明确尿酸代谢紊乱在 DM 肾

损害中的致病作用，以及降低血尿酸对 DM 肾损害可能的防治意义。  

方法  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糖尿病(DM)大鼠模型 24 只，对照组大鼠 20 只。DM 大鼠随机分组

进入非布索坦干预组(DM+Fx 组)及模型对照组(DM 组)，对照组大鼠随机分组进入非布索坦对照组

(N+Fx 组)及正常对照组(NC 组)。造模成功后，DM+Fx 组和 N+Fx 组按照 5 mg.kg-1.d-1非布索坦剂

量灌胃治疗 8 周，于基础状态、干预 4 周后、干预 8 周后监测动物生命体征及空腹血糖(FPG)、尿

素氮(BUN)、血肌酐(sCr)、血尿酸(SUA)、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以及 24h 尿白蛋白排泄率

(24h UAE)、24h 尿尿酸(24h UUA)、24h 尿肌酐(24h UCr)、24h 尿尿素氮(24h UUN)等血、尿生

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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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正常大鼠比较，DM 鼠 FPG、sCr、 BUN、SUA 、24h UAE、24h UUA、24h UCr、

24hUUN 明显升高(P<0.05)；非布索坦干预治疗 8 周后，DM 大鼠 SUA 较 DM 组大鼠显著下降，

且伴随 sCr、BUN 及 24hUAE 下降(P<0.05)。 

结论   

1. STZ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血尿酸水平显著升高，并伴肾功能异常。  

2. STZ 诱导糖尿病大鼠的高尿酸血症以合成代谢增加为主。  

3. 非布索坦干预治疗降低血尿酸水平，显著改善 STZ 诱导 DM 大鼠的肾脏滤过功能。  

 
 

PU-0589 

2 型糖尿病模型大鼠尿糖出现紊乱早于空腹血糖稳定升高 

 
高友鹤 

北京师范大学 

 

目的  血糖调节受损的早期发现。 

方法  8 周龄 Zucker diabetic fatty (ZDF) 2 型糖尿病模型大鼠以及 Zucker lean rats (ZLRs)对照大

鼠各 6 只，喂食 Purina 5008 高脂饲料，长期监测其血糖及尿糖变化。 

结果  ZDF 模型大鼠的尿糖浓度自第 8 周起便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多数时候处于较高值（＞

10mmol/L），偶尔会处于较低值（＜10mmol/L），但直到 16 周龄起 ZDF 模型大鼠的空腹血糖浓

度才明显上升，显著高于 ZLRs 对照大鼠(P＜0.05)。ZLRs 对照大鼠的尿糖浓度一直处于较低值

（0-10mmol/L）。 

结论  人类糖尿病前期血糖调节受损如果和模型动物的一致，可以考虑长期尿糖监测，如果在一段

时期内尿糖频繁处于紊乱状态，则有较高的糖尿病发病风险。 

 
 

PU-0590 

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知识调查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鲍迪 1,许林鑫 2,尹建红 2,任毅 2,向晨昱 2,杨璐阳 2,张瑾 2,刘艳芳 2,刘云峰 2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 2 型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的认识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提高患者对糖尿病足的认

识 

方法  制作并发放调查问卷共计 201 份，收集病人的一般资料，糖尿病认识情况，糖尿病足并发症

认识情况（按问题权重积分），采用单因素卡方及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认识

的影响因素 

结果  （1）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否患糖尿病足，家庭所在地，家庭年收入和文化程度与糖尿病知识得

分有关，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和文化程度独

立影响糖尿病足知识得分 

结论  健康教育在糖尿病足的预防中非常关键：对于男性，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条件差的糖尿病

患者知识更匮乏，健康教育时应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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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1 

非布索坦降低血尿酸对糖尿病肾损害大鼠肾功能的影响 

 
马慧璇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目的  研究利用非布索坦(Febuxostat, FX) 干预 STZ 诱导的糖尿病（DM）大鼠模型以期明确尿酸

代谢紊乱在 DM 肾损害中的致病作用，以及降低血尿酸对 DM 肾损害可能的防治意义。 

方法  STZ 诱导的 DM 大鼠模型 24 只，对照组大鼠 20 只。DM 大鼠随机分成 FX 干预组(DM+Fx 组)

及模型对照组(DM 组)，对照组大鼠随机分组进入 FX 对照组(N+Fx 组)及正常对照组(NC 组)。干预

组按照 5 mg.kg-1.d-1剂量 FX 灌胃治疗 8 周，于基础状态、干预 4 周后、干预 8 周后检测空腹血糖

(FPG)、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血尿酸(SUA)以及 24h 尿白蛋白排泄率(24h UAE)、24h 尿尿

酸(24h UUA)、24h 尿肌酐(24h UCr)、24h 尿尿素氮(24h UUN)等血、尿生化指标。 

结果  DM 鼠 FPG、sCr、 BUN、SUA 、24h UAE、24h UUA、24h UCr、24hUUN 明显升高

(P<0.05)；非布索坦干预治疗 8 周后，DM+Fx 组 SUA 较模型对照组显著下降，且伴随 sCr、BUN

及 24hUAE 下降(P<0.05)。 

结论  非布索坦干预治疗降低血尿酸水平，显著改善 STZ 诱导 DM 大鼠的肾功能。  

 
 

PU-0592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 a systematic meta-analysis 

 
梁芳 

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A systematic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 levels and DR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方法   We identified eleven studies on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DR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d five studies on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DR in patients with T2DM. 

结果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serum 25(OH)D levels in DR 

patient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92 to 2.51, P<0.00001].  

结论  Vitamin D deficiency is very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DR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valid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DR. 
 
 

PU-0593 

维生素 D 与糖尿病足病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梁芳,张健,马丁玲,谭喜庆,石振峰,孟利斌,郑磊,梁芳 

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与糖尿病足病相关性。 

方法  检索关于维生素 D 与糖尿病足病相关参量影响的文献。纳入糖尿患者群(糖尿病组)及糖尿病

足患者群(糖尿病足病组)为研究对象，以维生素 D 缺乏的发生率及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为研究指标

的病例对照研究。采用 Review Manager5.2 软件对主要数据进行合并分析。对于计数资料(维生素

D 缺乏发生率)采用相对危险度(Odds ratio，OR)描述；对于计量资料(25 羟维生素 D 水平)采用加

权均数差(weighted mean difference，WMD)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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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DF 组维生素 D 缺乏的发生率高于糖尿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OR=1.81，

95%CI 1.30~2.52，P <0.01)。D F 组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糖尿病组(OR=3.66，

95%CI 2.56~5.25，P <0.01)。D F 组维生素 D 水平较糖尿病组降低 5.14 nmol/L(95%CI 

−7.31~−2.97，P<0.001)。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有可能是糖尿病足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PU-0594 

胱抑素 C 对糖尿病足病截肢的诊断价值 

 
安静思 

锦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对 95 例糖尿病足病患者的病例特点分析了解糖尿病足病截肢的危险因素以及胱抑素 C

对糖尿病足病截肢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8 年 2 月于锦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符合纳入标准的糖尿病足病

患者共 95 例，根据截肢与否分组，比较两组间资料，明确糖尿病足病截肢的危险因素；应用受试

者工作曲线（ROC 曲线）判断胱抑素 C 对糖尿病足病截肢的预测价值。 

结果  95 例糖尿病足病患者中截肢者 34 例、非截肢者 61 例。截肢组的平均住院天数、TG、TC、

LDL-C、Alb、RBC、Hgb 均低于非截肢组（P＜0.05）；截肢组的糖尿病病程、Cys-c、 WBC、

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均高于非截肢组（P＜0.05）。回归分析显示：Cys-c（OR=10.861，95% CI

为 2.564～46.007）为糖尿病足病截肢的独立危险因素；LDL-C（OR=0.290，95% CI 为 0.108～

0.775）为糖尿病足病截肢的保护因素。在 Cys-c 对糖尿病足病截肢诊断能力的 ROC 曲线中，其

曲线下面积为 0.769（95%CI 为 0.669～0.868，P＜0.01）。当 Cys-c 取最佳临界值 1.125mg/L

时，其预测截肢的敏感性为 73.50%，特异性为 72.10%，准确性为 72.63%，阳性预测价值为

59.52%，阴性预测价值为 83.01%。 

结论  胱抑素 C 水平升高为糖尿病足病截肢的独立危险因素；当胱抑素 C 大于 1.125mg/L 时其预测

糖尿病足病截肢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0595 

血糖明显升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经胰岛素泵 

强化治疗后的序贯降糖方案的探讨 

 
史春虹,徐萍,巴颖,周海成,于洋,白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比较血糖明显升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经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后序贯选择地特胰岛素或门冬胰岛

素 30 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经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后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44 例，年龄 52±14 岁，病程 9.1±6.6 年。以 1:1 比

例随机分为地特胰岛素（地特）+二甲双胍+阿卡波糖组以及门冬胰岛素 30（门冬 30）+二甲双胍+

阿卡波糖组，干预 12 周。首要终点是 12 周 HbA1c 较基线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地特组［（3.8±2.5）%］和门冬 30 组［（3.8±2.4）% ］HbA1c 的下降幅度无显著差

异（P＝0.919）。以 HbA1c 小于 7.0％为血糖控制达标，地特组达标率（6 例，13.6%）与门冬

30 组（10 例，22.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7）。地特组［（5.96±4.58）mmol／L］

和门冬 30 组［（6.15±4.21）mmol／L］FBG 的降幅无统计学差异（P ＝0.612），地特组

2hPBG 的降幅［（7.27±3.01）mmol／L］显著低于门冬 30 组［（8.12±5.23）mmol／L］（P＝

0.000）。治疗后地特组 FCP 的增幅［（0.61±0.77）ng／ml］与门冬 30 组［（0.61±0.62）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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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无差异（P＝0.767）。地特组［（1.00±0.62）kg］和门冬 30 组［（0.89±0.74）kg］体重的

变化幅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3）。 地特组胰岛素用量［（0.30±0.06）u/Kg］显著低于门

冬 30 组［（0.64±0.13）u/Kg］（P＝0.001）。两组总体低血糖发生率、夜间低血糖发生率、严

重低血糖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067，P＝0.488、P＝0.238）。地特组降糖药物总价为

［（5810.96±769.08）元/人×年］，门冬 30 组为［（4451.28±717，23）元/人×年］，两者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08）。 

结论  血糖明显升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经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后，选择地特胰岛素及门冬胰岛素 30 均

可显著降低 HbA1c 水平。与地特胰岛素比较，门冬 30 胰岛素降低餐后血糖水平更佳，同时不增加

低血糖风险。 

 
 

PU-0596 

18 例胰岛素瘤的诊疗分析 

 
贾彦春,何庆,卫红艳,袁梦华,贾红蔚,李凤翱,崔景秋,郑宝忠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分析胰岛素瘤的临床表现特点，探讨胰岛素瘤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8 例胰岛素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

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诊治分析和总结。 

结果  18 例患者均有典型 Wipple 三联征表现，低血糖症状中以意识障碍发生率最高（15/18）。18

例中 5 例曾被误诊。14 例患者行糖耐量-胰岛素释放试验，其中 12 例在试验中出现低血糖值，胰

岛素/血糖值＞0.4 的患者至 3 h 时有 8 例，至 5 h 时有 12 例。各种影像学检查阳性比例分别为 B

超 6/15、CT 平扫 1/6、增强 CT 11/13、灌注 CT 2/3、核磁平扫 10/12、增强核磁 5/5、超声内镜

1/1、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1/2、术中超声 2/2。18 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术后患者均未再有

低血糖发作。 

结论  胰岛素瘤引起的低血糖症状中以意识障碍发生率最高。行 5h 糖耐量-胰岛素释放试验比行 3h

更有意义。可采用多种检查方式联合使用进行肿瘤定位。手术治疗仍是胰岛素瘤患者的首选治疗方

法。 

 
 

PU-0597 

血清 25（OH）D 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相关性研究 

 
程岚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 25-(OH)D 水平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的变化，分析其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发

生发展的相关性，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于我院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200 例，糖尿病未

合并周围神经病变 50 例，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 150 例，根据临床评估症状评分（neuropathy 

symptom score，NSS）将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分为轻（49 例）、中（51 例）、重（50 例）

三组。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98 人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抽血检验葡萄糖耐量、胰岛功能、

糖化血红蛋白、肝功、肾功能、血脂、维生素 D 水平及其他常规化验。完善肌电图等其他常规检

查。临床评估症状评分（neuropathy symptom score，NSS）主要依据双下肢或不适的病史，患者

出现烧灼感、麻木或刺痛感的 2 分，疲劳、抽筋或疼痛为 1 分；上述症状出现部位为双足记为 2 

分，出现在小腿为 1 分，出现在其他地方为 0 分；夜间症状恶化为 2 分，昼夜间均存在症状为 1 

分，仅白天出现症状为 0 分；如果上述症状使患者夜间被惊醒加 1 分，增加走路可减轻症状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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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站的患者立可减轻症状的 1 分，而坐位或卧位减轻的为 0 分。最高 9 分，3-4 分为轻度，5-6 

分为中度，7-9 分为重度。 

结果  ①糖尿病组 25-(OH)D 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糖尿病合并神经病变组维生素 D 缺乏达 75%，

糖尿病未合并神经病变组维生素 D 缺乏达 59%；②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组 25-(OH)D 水平明

显低于未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组，两组间具有统计学意义；③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随着神经病变程

度的加重，25-(OH)D 水平逐步下降。 

结论  25-(OH)D 参与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及发展，并且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其与糖尿病周

围神经病变呈负相关。因此对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在营养神经、抗氧化应激等治疗基础上，

加用维生素 D 治疗可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神经病变，为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治疗提供新方向。 

 
 

PU-0598 

细胞因子在伴有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临床研究 

 
沈静雪,范德美,刘鉅荣,李铁,董慧,周月宏,张盈妍,田坚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细胞因子在伴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169 例 T2DM 患者，其中合并 NAFLD 者 83 例，未合并 NAFLD 者 86 例。测量身高、

体重、腰臀围，检测肝酶、糖脂代谢指标，计算 BMI 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以及 hs-

CRP、TNF-α、IL-6、IL-10、TGF-β 检测。2 组进行比较。 

结果  ①NAFLD 组的体重、BMI、腰围、GGT、ALT、AST、TC、TG、LDL-C 均较非 NAFLD 组

明显增高（均 P<0.01）,而年龄、HDL-C 则较非 NAFLD 组低（均 P<0.01）。②NAFLD 组的

FINS、2HINS、HOMA-IR 均较非 NAFLD 组明显升高（均 P<0.01），而 FBG、2HBG、HbA1C 与

非 NAFL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③NAFLD 组的 hs-CRP、TNF-α、IL-6、IL-

10、TGF-β1 均较非 NAFLD 组明显升高（均 P<0.01）。④在肝酶升高组中，hs-CRP 、TNF-α、

IL-6 的水平高于肝酶正常组，IL-10、TGF-β1 的水平低于肝酶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hs-CRP、TNF-α、IL-6、IL-10、TGF-β1 与 HOMA-

IR、ALT、GGT、TG 有正相关性。 

结论  T2DM 与 NAFLD 有共同的发病机制，细胞因子在二者中的改变，反映了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NAFLD 病变的进展。 

 
 

PU-0599 

1 型糖尿病并肌脓肿发生酮症酸中毒 1 例 

 
吕媛媛,陈定宇,马慧璇,陈子龙,陈萍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1 型糖尿病并肌脓肿的临床特点和鉴别诊断，以期指导临床正确诊治。 

方法  分析 1 例 1 型糖尿病并肌脓肿发生酮症酸中毒患者的临床诊治过程。 

结果  该例患者经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经胰岛素治疗、积极抗感染和手术引流获得治愈。 

结论  1 型糖尿病合并肌脓肿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且易并发酮症酸中毒等严重并发症，对诊断不

明确的病例应结合影像学和细菌学检查积极行鉴别诊断，以得到准确及时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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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0 

西格列汀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疗效的 Meta 分析 

 
佘莉莉 1,吴红艳 2 

1.长江大学 

2.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西格列汀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c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

2018 年 2 月。检索词：sitagliption、NAFLD、西格列汀、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结果  最终纳入 6 篇文献，共 489 例，其中西格列汀组 244 例，空白对照或安慰剂组 245 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或安慰剂相比，西格列汀组改善 2h PG[MD=-0.93,95%CI(-1.47,-

0.38),P=0.0009],HbA1C [MD=-0.27,95%CI(-0.52,-0.02),P=0.04], HOMA-IR[MD=-0.55,95%CI(-

0.80,-0.30),    P ＜ 0.0001],ALT[MD=-16.93,95%CI(-25.83,-8.03),P=0.0002],AST[MD=-

18.33,95%CI(-27.12,-9.54),P＜0.0001],GGT[MD=-21.95,95%CI(-29.71,-14.19),P＜0.00001]、肝

脏 超 声 [OR=11.48,95%CI(6.47,20.37),P ＜ 0.00001] 等 指 标 ， 对 FPG[MD=-0.32,95%CI(-

0.78,0.14),P=0.17],BMI[MD=-0.48,95%CI(-1.58,0.62),P=0.40],FINS[MD=-0.99,95%CI(-

2.84,0.86),P=0.29]等指标无改善。 

结论  相比空白对照或安慰剂，西格列汀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疗效更显著。 

 
 

PU-0601 

鲁格列净治疗 2 型糖尿病疗效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佘莉莉 1,吴红艳 2 

1.长江大学医学院 

2.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鲁格列净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c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检

索时间截至 2018 年 3 月。检索词：luseogliflozin、type 2 diabetes、鲁格列净、2 型糖尿病。 

结果  最终纳入 4 篇 RCT，共 737 例，其中鲁格列净组 470 例，安慰剂组 267 例。Meta 分析结果

显示：在降糖疗效方面，鲁格列净组在 HbA1C[MD=-0.79,95%CI(-1.02,-0.56), P＜0.00001]、

[MD=-0.73,95%CI(-0.86,-0.60), P ＜ 0.00001] 、 FPG[MD=-28.01,95%CI(-31.38,-24.63), P ＜

0.00001]、PPG[MD=-57.34,95%CI(-63.29,-51.40), P＜0.00001]、体重[MD=-1.63,95%CI(-1.84,-

1.43), P ＜ 0.00001] 疗 效 方 面 优 于 安 慰 剂 组 ， 在 安 全 性 方 面 ， 鲁 格 列 净 组 低 血 糖

[OR=1.74,95%CI(0.82,3.66),P=0.15]、生殖道感染 [OR=1.36,95%CI(0.45,4.08),P=0.58]、肾脏不

良事件[OR=2.04,95%CI(0.55,7.61),P=0.29]、容量耗损[OR=2.80,95%CI(0.67,11.59),P=0.16]发生

率与安慰剂组相比无差异, 可能增加尿频风险 [OR=3.30,95%CI(1.49,7.28),P=0.003]。 

结论  与安慰剂相比，鲁格列净治疗 2 型糖尿病疗效更显著且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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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糖尿病肾病在糖尿病患者中发病相关性研究 

 
孙铭良 1,3,4,贾宁 1,3,4,李秋 1,3,4,高聆 2,3,4,赵家军 1,3,4 

1.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2.山东省立医院中心实验室 

3.山东省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医学中心 

4.山东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内分泌代谢研究所 

 

目的  :探讨糖尿病患者临床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与糖尿病肾病（DN）两种并发症发病情

况，以及二者发病相关性，为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提供循证医学数据支持。 

方法  纳入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糖尿病患者 116 例，其中男性 69 例（59.48%）；女性 47

例（40.52%）；年龄分布在 25-87 岁，其中 60-69 岁的患者人数最多，占 31.03%。分析 116 例

患者并发症分布情况，并对 DR 及 DN 两种并发症发病情况进行相关性研究。 

结果  在纳入研究的 116 例糖尿病患者中，有 34 人同时伴有 DR 及 DN，在伴有 DR 或 DN 患者中

两种并发症同时存在患者占比 50%。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糖尿病肾病两种并发症做关联性分

析，得出两种并发症在临床发病上有关联性，Pearson 列联系数为 0.388。对其进行 Kappa 检验得

出二者具有一致性，P=0.000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我们纳入研究的糖尿病患者中 DR/DN 的发病具有关联性，在病理机制中 DR 是视网膜微血管

的损害，DN 是肾小球毛细血管硬化，二者均为由微血管发生异常病理改变引起，发生病理的本质

相同。在 DR 与 DN 发生的分子机制中，巨噬细胞可以被激活，分泌产生的大量炎性标志物，如

TNF-α 等在 DR、DN 患者身上同时被发现，两者的发病在炎性反应机制中具有相似的调控通路。

另外在研究 miRNA 作用于糖尿病临床的多种慢性并发症中发现，miR-21 在引起 DR 的 NF-kB 过

程及 DN 的 TIF 调控通路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表达上调。从微观分子调控机制上二者也有密切的联

系。 

 
 

PU-0603 

GIPR 基因突变 2 型糖尿病临诊应对 

 
徐忠森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 

 

目的  提出 GIPR 基因突变 2 型糖尿病治疗应对的方案。 

方法  通过对 1 例临床诊断的 GIPR 基因突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并对该病发

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利拉鲁肽治疗 2 月，糖化血红蛋白、体重、血脂、肝功能均得到有效改善。目前，越来越多

的研究显示给予 2 型糖尿病患者磺脲类药物治疗似乎对 GIP 的促胰岛素分泌作用有一定改善。  

结论  围绕 GIP／GIPR 信号通路来治疗糖尿病可能是合适的，对于 GIPR 基因突变 2 型糖尿病的治

疗，GLP-1 激动剂及磺脲类药物是可供选择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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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4 

3C 降糖方案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调节及波动的疗效观察 

 
关清华,旷劲松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 3C 降糖方案对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糖调节及波动的疗效，并与其它降糖方案相比

较，探讨其在 T2DM 治疗中的应用优势。 

方法  选择我院内分泌科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住院的 T2DM 患者 90 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

3C 组、胰岛素泵持续输注组（CSⅡ组）及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组（MSII 组）各 30 例，入组后均

严格执行 DM 饮食运动干预，于血糖监测期间固定日常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进餐时间、主食量

等。常规监测肝肾功、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并根据血糖监测及病情变化情

况，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记录需观察的相应指标。 

结果  3 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病程及 HbA1c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 组治

疗前日内各时间点血糖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 组治疗 3d 后 3C 组各时间点血

糖值明显低于 CSⅡ组及 MSII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C 组 24 小时平均血糖

（MBG）、血糖波动系数（SDBG）、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及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

（MODD）明显低于 CSⅡ组及 MSII 组，CSⅡ组 MBG、SDBG、MAGE 及 MODD 明显低于 MSII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3C 组平均血糖波动次数（NGE）、血糖＜3.9mmol/l

曲线下面积（AUC3.9）较 CSⅡ组及 MSII 组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CSⅡ组

NGE 、AUC3.9 明显低于 MSII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C 降糖方案应用于 T2DM 患者，能快速、平稳、有效、安全控制血糖，使血糖控制目标更加

合理科学化，实现精准降糖。 

 
 

PU-0605 

STZ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尿酸转运和代谢通路改变 

及与肾损害关系的研究 

 
陈楚坪,冉建民,张如意,陈广树,朱平,邱静娴,谭荣韶,刘岩 

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血尿酸水平升高、合并肾小管损害。目

前尚不清楚肾脏尿酸转运体在糖尿病状态下的改变，同时啮齿类动物尿酸主要经肝脏尿酸酶分解。

而葡萄糖转运体 9(GLUT9)对于肝肾尿酸代谢均是必须的转运体。研究采用苯溴马隆(BZ)抑制

GLUT9 功能，观察改大鼠尿酸代谢紊乱主要的机制及与肾损害的关系。 

方法  STZ 诱导的糖尿病(DM)大鼠及正常对照(CON)鼠各 24 只，均随机平均分配至 BZ 和缓冲液灌

胃治疗组干预 8w。于给药前、4 周及 8 周后检测空腹血糖(FBG)、血尿酸(SUA)、血肌酐(SCr)、血

尿素氮（BUN）；留取 24h 尿检测尿白蛋白 (UAE)、尿尿酸(UUA)、尿肌酐（UCR）、尿尿素氮

（UUN）等。8 周后处死动物，肾脏于光镜下观察肾组织结构改变及检测 GLUT9；并检测肾黄嘌

呤氧化酶（XO）、尿酸盐转运体 1(URAT1)、GLUT9 基因表达量。肝组织行检测 XO、GLUT9、

尿酸酶基因表达及 XO 活性。 

结果  1) 生化改变：DM 鼠 FBG、BUN 明显升高，但 SUA 明低于对照鼠，同时 UAE、UUA、

UUN 显著升高；BZ 干预不影响 FBG；但显著升高 DM 鼠 SUA，降低 BUN、SCr 及 UAE。2) 肾

脏基因表达：DM 鼠较 CON 鼠 XO 表达上调、GLUT9 有上调趋势，但不影响 URAT1 基因表达；

BZ 干预降低了 URAT1 基因表达，但并不影响 GLUT9 的表达。3) 肝脏基因表达及尿酸酶活性：

DM 鼠肝 XO 表达明显上调，GLUT9 有上调趋势，不影响尿酸酶表达；BZ 干预明显降低 DM 鼠肝

GLUT9 基因表达；DM 鼠 XO 活性增加， BZ 不影响其活性。4) 肾脏病理：DM 鼠肾脏肾小球体积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441 

 

增大、肾小管透明变性等改变明显；GLUT9 组化染色各组未见差异；BZ 治疗对于二者无明显影

响。 

结论  肝 GLUT9 受高血糖上调而促进 STZ 诱导的 DM 大鼠尿酸分解代谢是主要的尿酸转运代谢通

路。 

 
 

PU-0606 

持续皮下胰岛素泵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及相关因素调查 

 
张虹,杨晓飞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持续皮下胰岛素泵(CSII)治疗患者生存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糖尿病知识问卷调表和生存质量特异性测定量表(DSQL)对 80 名糖尿病持续皮下胰岛素

泵治疗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持续皮下胰岛素泵治疗患者生存质量受损程度依次为心里/精神维度、生理功能维度、治疗维

度、社会关系维度；持续皮下胰岛素泵治疗患者生理功能维度得分（24.88±7.27）高于常模，差异

性显著（p＜0.05），心理/精神维度得分（18.81±4.72）和治疗维度得分（5.88±1.18）低于常

模，差异性显著（p＜0.05），社会关系纬度得分（7.60±2.15）和生存质量总分（57.19±11.66）

与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持续皮下胰岛素泵治疗患者生存质量与胰岛素使用年限成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p＜0.05）。 

结论  持续皮下胰岛素泵治疗能显著提高糖尿病患者心理/精神维度和治疗维度的生存质量。 

 
 

PU-0607 

中国社区人群血清尿酸水平与糖尿病发病率的相关性研究 

 
仲跻园,万沁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社区人群血清尿酸水平与糖尿病发病率的相关性及性别的差异。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泸州地区 3830 例社区居民进行横断面研究，根据尿酸

水平进行分组，分析尿酸与血糖的相关性。 

结果  在调查人群中，其中高尿酸血症患者 1014 例 (男性 415 例，女性 599 例)，低尿酸血症者

187 例 (男性 67 例；女性 120 例)；尿酸正常者 2629 例 (男性 791 例，女性 1838 例)。研究发现在

调查人群中：糖代谢正常者 1683 例，糖尿病前期患者 1170 例，糖尿病患者 977 例。其中，糖尿

病患者中女性高尿酸组 221 例，占女性高尿酸总人数的 36.9%；男性低尿酸组 21 例，占男性低尿

酸总人数的 31.3%。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与正常尿酸水平相比，高尿酸者糖尿病的发生风险

OR(95% CI )值 1.5(1.1~1.9)，且低密度脂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年龄、血肌酐、胆固醇、甘油三

脂亦是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高尿酸组糖尿病发病比例明显高于正常尿酸组和低尿酸组。对性别进行分层后发现，男性

中，糖尿病在低尿酸组的发病比例高于尿酸正常组及高尿酸组；女性中，糖尿病在高尿酸组的发病

比例显著高于正常尿酸组和低尿酸组，提示合理控制尿酸水平有利于减少糖尿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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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8 

泸州地区 40 岁以上 2 型糖尿病患者 

冠心病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缪莹,万沁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泸州地区 40 岁以上普通居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泸州地区 40 岁以上 2 型糖尿病

（T2DM）患者非干预性随访 3-5 年冠心病发病率，并探讨影响泸州地区 40 岁以上 T2DM 患者并

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 2011 年 4-11 月参加基线调查的 10150 人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根据纳

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出 T2DM 组对象（1695 人）和正常糖代谢组对象（NC 组，5230 人）共 6925

人，非干预性随访 3-5 年后进行随访调查，计算 T2DM 人群随访 3-5 年冠心病发病率，行单因素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 T2DM 患者发生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结果  1.参与基线调查的 10150 人中共有 9966 人完善了基线资料，其中 T2DM 患者 1793 人；在

1793 名 T2DM 患者中有冠心病史者 98 人，T2DM 合并冠心病发病率为 0.98%。不同糖代谢组对

象冠心病发病趋势为 T2DM 组（5.5%）＞糖尿病前期组（3.9%）＞NC 组（3.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2.共有 4757 名对象参与了现场及电话随访研究，通过多方收集资料筛查出死

亡者 143 人；总随访率 70.86%。纳入随访研究的 4900 人，T2DM 组的 1198 人共有 71 人新发了

冠心病，T2DM 组对象随访 3-5 年冠心病发病率约为 5.93%；NC 组的 3702 人共有 51 人新发了冠

心病，NC 组对象随访 3-5 年冠心病发病率约为 1.38%。3.以 T2DM 患者是否新发冠心病为因变量

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显示年龄、腰围、臀围、TC、LDL-C、文化程度、吸烟、脑卒中病史、

进食奶制品与 T2DM 并发冠心病有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以 T2DM 患者是否

新发生冠心病为因变量，以年龄、腰围、臀围、TC、LDL-C、文化程度、脑卒中病史、进食奶制

品、吸烟为自变量，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臀围、 LDL-C、进食奶制品及吸烟

是影响 T2DM 发生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是 T2DM 发生冠心病的影响因素。 

结论  1.泸州地区 40 岁以上 T2DM 人群非干预性随访 3-5 年，冠心病发病率高于正常糖代谢人群。

2．年龄、臀围、LDL-C 水平、文化程度、进食奶制品及吸烟是影响泸州地区 40 岁以上 T2DM 人

群并发冠心病的因素。 

 
 

PU-0609 

空腹血糖与 T2DM 患者糖负荷后胰岛素分泌峰值的相关性研究 

 
廖世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 

 

目的  探讨空腹血糖与 T2DM 患者糖负荷后胰岛素分泌峰值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548 例 T2DM 患者，采用标准 OGTT 联合 IRT 检测 0、30、60、120、180 min 血糖及

胰岛素；采用多项式拟合法绘制 IRT 胰岛素释放曲线；根据 IRT 胰岛素分泌峰值(记为 Imax)将研

究对象分为三组：A 组 183 例，Imax≤30.00 mIU/L；B 组 182 例，30.00 mIU/L＜Imax≤62.50 

mIU/L；C 组 183 例，Imax＞62.50 mIU/L。分析各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指标。 

结果  随 Imax 水平增大，T2DM 患者 I0min [(5.61 ± 3.25) vs (10.58 ± 5.66) vs (21.92 ± 12.62) 

mIU/L]、I120min [(15.17 ± 6.89) vs (38.45 ± 11.16) vs (94.50 ± 21.75) mIU/L]、HOMA-β[(20.12 ± 

16.09) vs (64.67 ± 33.53) vs (161.59 ± 62.21)]和 HOMA-IR [(2.58 ± 1.68) vs (4.17 ± 3.34) vs (7.78 

± 5.51)]逐渐升高(P＜0.05)；G0min [(10.28 ± 2.76) vs (8.22 ± 2.52) vs (7.01 ± 2.06) mmol/L]、

G30min [(16.11 ± 3.36) vs (13.94 ± 3.12) vs (12.75 ± 2.53) mmol/L]、G60min [(20.16 ± 3.96) vs 

(17.43 ± 3.87) vs (16.02 ± 3.27) mmol/L]、G120min [(22.62 ± 4.51) vs (17.65 ± 5.12) vs (15.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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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mmol/L]、G180min [(18.50 ± 4.79) vs (13.44 ± 5.25) vs (10.73 ± 5.30) mmol/L]和 HbA1c(%) 

[(9.25 ± 2.20) vs (7.84 ± 1.84) vs (7.17 ± 1.46)]逐渐降低(P＜0.05)。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影响 Imax 水平的危险因素为 G0min 和 G180min，保护因素为 HOMA-IR。 

结论  G0min、G180min 与 T2DM 患者 Imax 水平呈负相关，HOMA-IR 与 T2DM 患者 Imax 水平呈

正相关。 

 
 

PU-0610 

LncRNA-p3134 在调控胰岛 β 细胞功能 

和胰岛素信号通路中的作用机制 

 
阮玉婷,林涅,张振,陈容平,孙嘉,陈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筛选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和正常人外周血中差异表达的 lncRNA，探讨 lncRNA-p3134 对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影响及参与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调控机制。 

方法  采用 lncRNA 芯片构建 T2DM 患者外周血 lncRNA 表达谱，并检测 lncRNA-p3134 在 30 例

T2DM 患者和正常对照人群中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采用慢病毒转染技术在 Min6 细胞

过表达 lncRNA-p3134，在不同糖浓度条件下观察其表达水平，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活

性，流式细胞术观察细胞凋亡，GSIS 测定胰岛素释放水平，并检测胰岛素相关转录因子 Pdx-1、

MafA、GLUT2、TCF7L2 的表达水平。在 db/db 糖尿病小鼠转染 lncRNA-p3134，行 IPGTT 测定

胰岛素释放水平及胰岛素转录因子的表达，免疫组化观察胰腺组织胰岛素阳性细胞比例，并进一步

检测 lncRNA-p3134 过表达对胰岛素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表达的影响。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 lncRNA-p3134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并与空腹血糖水平呈显著正相

关，与 HOMA-β 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在 Min6 细胞中，lncRNA-p3134 的表达水平受葡萄糖浓度的

动态调控，适度的高糖上调 lncRNA-p3134 的表达，但在糖毒性条件下，表达受到抑制。lncRNA-

p3134 可通过上调胰岛素关键转录因子 Pdx-1、MafA、GLUT2 和 Tcf7l2 的表达，刺激胰岛 β 细胞

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其次，在 Min6 细胞过表达 lncRNA-p3134 可抑制胰岛细胞凋亡，并对高糖诱

导的胰岛细胞功能障碍起保护作用。动物实验中，在 db/db 糖尿病小鼠体内过表达 lncRNA-p3134

可显著改善小鼠糖耐量水平，增加糖负荷前后的胰岛素释放。免疫组化发现 lncRNA-p3134 增加胰

腺组织胰岛素阳性细胞面积，进一步证实 lncRNA-p3134 对胰岛 β 细胞功能具有保护作用。

lncRNA-p3134 可上调胰岛素信号通路 PI3K/Akt/mTOR 的关键蛋白的表达。当给予 PI3K 通路抑制

剂后， lncRNA-p3134 促进胰岛素分泌的功能显著减弱。 

结论  2 型糖尿病特异表达的 lncRNA-p3134，可能通过上调胰岛 β 细胞关键转录因子的表达，参与

胰岛 β 细胞的功能保护，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延缓糖尿病的进展，这种保护作用可能与激活

胰岛素信号通路 PI3K/Akt/mTOR 密切相关。 

 
 

PU-0611 

抑制 NF-κb 通路可以逆转 AngⅡ诱导的 β 细胞去分化 

 
周文君,陈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已成为 21 世纪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2013 年

JAMA 最新调查研究显示，我国 2 型糖尿病患病率已高达 11.6%。胰岛 β 细胞衰竭是 2 型糖尿病发

展的基础，伴随着 β 细胞的功能衰退，这种衰竭通常是由代谢应激和去分化引起的。2016 年贾伟

平教授等人在一项中国为期 9 年的前瞻性研究中该下列结论，即中国人群易患 2 型糖尿病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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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胰岛 β 细胞功能差而非胰岛素抵抗。因此，对探讨如何改善和恢复胰岛 β 细胞功能对国人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研究表明 β 胰岛细胞衰竭可主要通过以下机制: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低氧应激以

及促炎细胞因子的诱导。在糖尿病小鼠实验身上，β 细胞在应对这些应激时，可能去分化即退化成

祖细胞的阶段或转变成其他类型的胰腺细胞。这些变化导致成熟 β 细胞身份的丧失。同时，2 型糖

尿病患者的胰岛中观察到，β 细胞去分化，即 β 细胞自身标志物减少和祖细胞标志物表达增加有

关。因此，近来已经认识到完全分化状态的丧失是 2 型糖尿病中潜在的损害 β 细胞功能的机制。 

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renin- Angiotensin system）的病理性刺

激与 2 型糖尿病相关，综上述，既往研究揭示了 RAS 与 2 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但 RAS 在糖尿病

的潜在作用未被完全了解。在以上发现的基础上，本研究想探讨 RAS 激活在 β 细胞去分化过程中

是否发挥重要作用，明确 RAS 系统的激活和胰岛 β 细胞去分化的关系，而阻断 RAS 或 NF-κb 信

号通路能否成为逆转 β 细胞去分化的有效途径，为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和防治策略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和思维视角。 

方法  我们选取胰岛 β 细胞系 Min6 和自发 2 型糖尿病的 db/db 小鼠分别作为体外、体内研究模

型。采用定量逆转录酶 PCR（qRT-PCR）和 WB 以及免疫荧光的方法，使 RAS 系统的激活后，

检测 β 细胞自身基因和祖细胞样基因表达。 

结果  1. RAS 抑制剂对葡萄糖诱导的胰岛 β 细胞株身份损害的保护作用。2. AngII 对胰岛 β 细胞株

的去分化作用和 NF-κb 信号通路的关系。3. sc-514 和 Irbesartan 对 AngⅡ灌注的 db/db 小鼠的胰

岛 β 细胞的作用 

结论  本研究首次发现 RAS 可能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 AT1R 活化诱导 β 细胞去分化。因此，

阻断 RAS 或 NF-κb 信号有效地逆转了 β 细胞的去分化状态，这提示了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潜在

治疗。 

 
 

PU-0612 

基于基因功能网络分析探讨降糖药物吡格列酮的致癌风险 

 
温伟恒,吴佩丽,孙嘉,陈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噻唑烷二酮类降糖药物吡格列酮是否会增加糖尿病患者的致癌风险，已有数年的争议。

JAMA 的一项队列研究探讨了吡格列酮与十余种癌症风险的相关性，发现使用吡格列酮仅与患者的

前列腺癌和胰腺癌的患病风险相关。另一项荟萃分析也发现使用吡格列酮的患者，前列腺癌和胰腺

癌的发生率较对照组高。但是，吡格列酮与增加的前列腺癌及胰腺癌的风险是一种因果关系抑或仅

是随机事件，仍然未知。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构建吡格列酮的基因功能网络并整合多组学数据，进

一步探讨使用吡格列酮与前列腺癌及胰腺癌患病风险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拟通过应用开放数据库平台如 DrugBank 数据库、STRING 数据库、WebGestalt 数据

库及 cBioPortal 数据库，确认吡格列酮药物的直接作用靶点及其相关基因，构建吡格列酮的基因功

能网络，并进一步探讨使用吡格列酮与前列腺癌及胰腺癌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首先通过 DrugBank 数据库和 STRING 数据库确定了 4 个吡格列酮的直接作用靶点及

50 个相关基因，进一步将所得结果分别在 STRING 数据库和 WebGestalt 数据库进行 KEGG 信号

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富集程度最高的 25 个信号通路中，其中有 4 个信号通路与特定类型的

癌症密切相关，包括前列腺癌、胰腺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后两者从未

纳入相关研究）。最后，使用 cBioPortal 数据库分别对前列腺癌与胰腺癌信号通路途径的基因集进

行分析，发现这两组基因集相关的基因组改变与前列腺癌及胰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结论  使用吡格列酮药物增加糖尿病患者前列腺癌和胰腺癌的患病风险更有可能是一种因果事件而

非随机事件。因此，医生和患者在选择合适的降血糖药物时应正确评估吡格列酮的风险-效益关

系。此外，本研究提供了一种简单而灵活的方法，即通过构建药物的基因功能网络并整合多组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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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药物的安全性及生物效应进行合理评估。此方法还能排除临床研究中存在的偏倚及混杂因素

的干扰，未来将成为药物研究中的一种补充手段。 

 
 

PU-0613 

肾穿刺活检提示糖尿病肾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 

及实验室特点 ——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金巧,张俊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不同分型的糖尿病肾病预后差异较大（III 型或 IV 型糖尿病肾病均有肾小球硬化，肾脏预后不

良）。通过回顾性分析找出了不同分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特点，指导临床诊疗。 

方法  回顾自 200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患糖尿病并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超声引导下肾穿刺活

检的患者共 1164 名，纳入 155 例为 2 型糖尿病且肾穿刺活检提示糖尿病肾病，其中 52 例为单纯

糖尿病肾病，103 例为糖尿病肾病合并非糖尿病肾病。正态分布数值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

正态分布数值变量采用秩和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共 118 名男性（76.1%），37 名女性（23.9%）纳入分析，肾穿刺活检时平均年龄为

50.4±11.9 岁，其中 104 名（67.1%）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42 名（27.1%）合并糖尿病神经病

变。1、相较未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更易合并糖尿病神经病

变（P=0.021），易出现贫血（P=0.048），BUN 水平升高（P=0.048），更易出现肾小球硬化

（ I/II:III/IV=25（62.5%）：15（37.5%）：34（32.7%）：70（67.3%）P=0.001），虽肌酐

（P=0.318）、eGFR（P=0.906）未见统计学差异，但可看出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肾功能

恶化进展更快。2、肾穿刺活检提示单纯糖尿病肾病共 52 例，其中 I/II 型有 15 例（I 型：II 型=0：

15（100%）），III/IV 型有 37 例（III 型：IV 型=32（86.5%）：5（13.5%）），III/IV 型患者更易

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6（40%）：9（60%）：（13.5%）：30（81.1%）），24 小时尿蛋白

定量高于 I/II 型患者（3.91±2.73g/24h：6.39±5.20g/24h，P=0.009），血红蛋白浓度降低

（ P=0.000 ），补体 C3 水平降低（ P=0.004 ），肌酐升高（ P=0.026 ）， eGFR 降低

（P=0.017），BUN 升高（P=0.013），血清钙降低（P=0.025）。 

结论  相较于视网膜和肾病平行的患者，有糖尿病肾病且不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不易出现

糖尿病神经病变，肾功能受损程度相对较轻，肾脏病理多为 I/II 型。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出现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肾功能受损明显、大量蛋白尿、低补体 C3、慢性肾功能不全并发症往往提示

III/IV 型糖尿病肾病。 

 
 

PU-0614 

不同血糖水平 T2DM 患者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 II 

和醛固酮水平及 uNGAL 在糖尿病肾病的诊断价值 

 
乔田莉,吴文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1.分析不同血糖水平 T2DM 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 II 和醛固酮水平；2.与 24 小时尿白蛋白比

较，探究 uNGAL 在 DKD 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06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20 例、健康对照

者 30 例，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人体参数、年龄、性别、病史（现病史、既往史）、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生化、24h 尿白蛋白、uNGAL（参考范围 0.9-100ng/ml）、血

浆肾素、血管紧张素 II、醛固酮等。根据 HbA1c 水平由低到高，将 T2DM 患者分为三组：低糖化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446 

 

血红蛋白组（A 组）：HbA1c＜7%，中糖化血红蛋白组（B 组）：7%≤HbA1c＜9%，高糖化血红

蛋白组（C 组）：HbA1c≥9%。连续变量进行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者以均数±

标准差（x ± s）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不符合正

态分布及方差齐性，以中位数（M）和四分位间距（ IQR）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

uNGAL 对 DKD 的预测效果，确定最佳截断值；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采用 IBM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随着 HbA1c 水平逐渐升高，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逐渐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2.与对照组相比，随着 HbA1c 水平升高，血浆肾素（PRA）及血管紧张

素 II（AngII）均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醛固酮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3.根据 24h 尿白蛋白水平将 T2DM 患者分为 3 组，正常白蛋白尿组、微量白蛋白尿组、大

量白蛋白尿组，随着尿白蛋白的增加，uNGAL 水平逐渐升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4.ROC 曲线显示：uNGAL 的曲线下面积为 0.900（P＜0.05），95%置信区间为

（0.848，0.951）；最佳截断值为 62.5ng/ml，对应的约登指数为 0.655，敏感度为 0.784，特异度

为 0.871。 

结论  1.血糖控制不佳时，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 II 增加；2.uNGAL 对糖尿病肾病有提示作用，但

需要降低参考范围上限。  

 
 

PU-0615 

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短期临床疗效观察 

 
张颖,朱惠敏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的短期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 16 年 1 月-17 年 6 月收治的 90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肺结核初治涂阳患者分为观察

组、对照 1 组和对照 2 组，观察组二甲双胍+甘精胰岛素加门冬胰岛素降糖治疗，对照 1 组甘精胰

岛素加门冬胰岛素降糖治疗，对照 2 组口服药物治疗（二联或三联，二甲双胍联合阿卡波糖或格列

齐特或格列美脲）降血糖，三组抗结核均为 3HRZE 方案。治疗周期均为 3 个月。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前的血糖指标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3 月末，观察组及对照 1 组

治疗后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均较对照 2 组低（P<0.05）。观察组及对照 1 组上述指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月末，痰菌转阴率、病灶吸收有效率，观察组为 84.6%、84.6% 及

对照 1 组为 62.5% 54.1% 均明显高于对照 2 组 36% 28%（P<0.05），观察组痰菌转阴率、病灶

吸收有效率较对照 1 组高，但统计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首选胰岛素治疗，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可以提高 2 型糖尿病

合并肺结核初治患者的痰菌转阴率及病灶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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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6 

利拉鲁肽与艾塞那肽对超重 

和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动态血糖影响的观察 

 
范晓霞 1,姚勇利 1,胡耀嘉 2 

1.青海省人民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比较超重和肥胖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给予利拉鲁肽与艾塞那肽

前后使用动态血糖检测的临床观察。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4 月于我院糖尿病科住院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28kg/m2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利拉鲁肽组 42 例（男性 23 例，

女性 19 例），年龄(56.7±7.6)岁；艾塞那肽组 38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8 例)，年龄(58.7±7.5)岁。

两组均联合二甲双胍治疗 24 周。检测指标为空腹血糖（FBG）、餐后 2 小时血糖（PPG）、糖化

血红蛋白(HbA1c)、体质量指数（BMI）、收缩压、比较给药前后 24 小时平均血糖(MBG)、24 小

时血糖标准差(SDBG)、24 小时血糖波动范围, 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MAGE)、高血糖比例。并观察

不良反应等。记录用药期间低血糖发生情况和其他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后利拉鲁肽组 FPG 下降 2.81±0.64mmoL/L、2hPG 下降 5.82±0.79mmoL/L、HBA1C 下

降 1.64±0.78%、BMI 下降 5.29±0.41kg/m2、MBG 下降 2.81±0.43kg/m2、血糖波动范围下降

20.27±1.18mmoL/L 、 MAGE 下 降 3.15±0.67mmoL/L ； 治 疗 后 艾 塞 那 肽 组 FPG 下 降

2.56±0.67mmoL/L、 2hPG 下降 6.38±0.57mmoL/L、HBA1C 下降 1.42±0.68%、BMI 下降

5.73±1.34kg/m2、MBG 下降 2.69±0.36kg/m2、血糖波动范围下降 20.68±1.07mmoL/L、MAGE 下

降 3.39±0.54mmoL/L；两组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治疗后利拉鲁肽组控制 FPG、糖化血红蛋白优

于艾塞那肽组，而艾塞那肽组控制 2hPG 优于利拉鲁肽组。 

结论  对超重和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利拉鲁肽与艾塞那肽均能有效控制 T2DM 患者血糖水平及

减轻血糖波动，安全性好；艾塞那肽能够更有效降低患者餐后血糖水平；利拉鲁肽则降低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更为明显。 

 
 

PU-0617 

二甲双胍对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使用持续动态血糖监测疗效观察 

 
范晓霞 1,姚勇利 1,胡耀嘉 2 

1.青海省人民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观察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给予二甲双胍前后使用持续动态血糖监测(CGM)患者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就诊使用预混胰岛素治疗血糖控制不佳的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64 例，予以二甲双

胍前 CGM 持续监测 3d,，在调整胰岛素剂量治疗的基础上，口服二甲双胍，每次 500mg，每日 3

次，共治疗 4 个月。比较给药前后 24 小时平均血糖(MBG)、24 小时血糖标准差(SDBG)、24 小时

血糖波动范围, 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高血糖比例。比较治疗前后的空腹血糖(FPG)、餐后

2h 血糖(2 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 水平，治疗后的血糖标准差(SDBG)、日内平均血糖波动

幅度(MAGE)、血糖波动最大幅度(LAGE)、平均餐后血糖波动幅度(MPPGE)，并观察不良反应。 

结果  给予二甲双胍治疗后 MBG、SDBG、24 小时血糖波动范围、MAGE、高血糖比例均减少。

无严重低血糖及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二甲双胍可降低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24 小时血糖的平均水平及血糖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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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8 

高海拔地区糖尿病患者医院肺部感染病原学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范晓霞 1,姚勇利 1,胡耀嘉 2 

1.青海省人民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患者医院肺部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耐药性及相关因素。 

方法  选自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680 例，根据卫生部 2001 年颁

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6]确立医院感染标准,根据临床表现、影像学诊断、细菌学培养、实验室

常规检查等证实肺部感染。采集患者痰液标本,置于无菌培养瓶中,立即送检,再将采集的样本接种于

巧克力平板中,将其放置 5%CO2、 37℃培养箱中培养 48h,分离培养细菌,采用全自动细菌检定仪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K2 compact)进行鉴定,革兰阴性菌鉴定卡为 GN 卡片,革兰阳性菌鉴定卡

为 GP 卡。质控菌株:铜绿假 单胞菌 ATCC27853,肺炎克雷伯菌 ATCC35657,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杭州微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调查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空腹血

糖、住院时间、居住地、抗菌药物使用、红细胞计数情况。 

结果   680 例糖尿病患者发生医院肺部感染患者 130 例,发生率为 19.11%；共培养分离病原菌 173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108 株占 62.43%，革兰阳性菌 53 株占 30.63%,真菌 8 株占 6.62%；年龄、

住院时间、空腹血糖≥10mmol/L、侵入性操作、红细胞增多为糖尿病患者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5)。 

结论   糖尿病住院患者医院肺部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年龄、住院时间、空腹血糖

≥10mmol/L、侵入性操作、红细胞增多是糖尿病患者患医院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619 

利拉鲁肽序贯联合胰岛素泵及基础胰岛素 

对超重和肥胖初诊 T2DM 的临床疗效 

 
夏雪迪 

郑大一附院就读 

 

目的  应用利拉鲁肽序贯联合胰岛素泵及基础胰岛素治疗血糖水平较高的超重及肥胖初诊 T2DM，

观察其对糖代谢、体重相关指标、血脂水平等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2018 年 2 月至郑大一附院内分泌科就诊符合入组条件的超重及肥胖初诊

T2DM 患者。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入院强化 2 周）：入组患者被随机分为研究组、对照

组。研究组：利拉鲁肽+胰岛素泵+二甲双胍，对照组：胰岛素泵＋二甲双胍。第一阶段比较两组胰

岛素用量、血糖达标所需天数、空腹血糖达标率、餐后血糖达标率等指标。第二阶段（第 3 周-3

月）：2 周后两组患者均撤除胰岛素泵，改为基础胰岛素应用。第二阶段比较各组治疗前后及治疗

后两组以下指标差异：W、BMI、WC、HC、WHR、HbA1c、FC-P、2hC-P、FPG、2hPG、

TC、TG、HDL、LDL，监测不良事件。 

结果  共收集患者 72 例，两组患者均为 36 例。第一阶段：撤泵前联用组胰岛素用量、血糖达标所

需天数明显低于胰岛素泵组（P < 0.01），空腹血糖达标率、餐后血糖达标率明显高于胰岛素泵组

（P < 0.01）。 

第二阶段：利拉鲁肽联合基础胰岛素，治疗 3 月后  

1. 两组 HbA1c、FPG、2hPG 均降低，且联用组低于基础胰岛素组（P < 0.05），FC-P、

2hC-P 均升高，且联用组高于基础胰岛素组（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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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用组 W、BMI、WC、HC 较治疗前下降（P < 0.05），基础胰岛素组 W、BMI、WC、

HC 较治疗前升高（P < 0.05），联用组 W、BMI、WC、WHR 明显低于基础胰岛素组

（P < 0.05），H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 两组 TC、TG、LDL-C 较治疗前下降，且联用组低于基础胰岛素组（P < 0.05），HDL 较

前升高（P < 0.05），且联用组高于基础胰岛素组（P < 0.05）。  

4. 联用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9 例，25%）、呕吐（4 例，11.1%）、腹泻（3 例，

8.3%）、低血糖事件（3 例，5.5%），胰岛素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低血糖事件（3 例，

5.5%）。  

结论  （1）对于超重及肥胖初诊 T2DM，利拉鲁肽序贯联合胰岛素泵及基础胰岛素，可使患者血糖

更快达标，同时有效降低 HbA1 水平、改善胰岛功能，显著减轻体重、改善中心性肥胖及脂代谢。  

（2）利拉鲁肽联合胰岛素安全性好，不增加低血糖事件发生率，除轻微胃肠道不良反应外，不良

反应无明显增加。 

 
 

PU-0620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2 型糖尿病肾脏病的 相关性研究 目的 

 
张素素,孙嘉,陈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探索 2 型糖尿病患者 DKD 与 SNP 的相关性，以期为 2 型糖尿病肾脏病的防治提供新的策

略，为糖尿病领域落实开展“精准医学”提供更多思路。 

方法  纳入 187 例（2 型糖尿病病程 10 年以上）研究对象，其中 DM 组 78 例（女性 40 例，男性

38 例），DKD 组 109 例（女性 45 例，男性 64 例）。对 DKD 组患者进一步按照尿蛋白肌酐比值

（ACR）水平分为 30＜ACR＜ 300μg/mg、ACR＞ 300μg/mg 但尚未进展至终末期肾病

（ESRD）、ACR＞300μg/mg 已进展至 ESRD 三个亚组。采集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生化指标。筛选

出 10 个 SNP 位点，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技术（MALDI-TOF）检测全血基因 SNP

位点基因型情况。 

结果  1、DKD 组 Urea、Cr、eGFR、ACR、FPG、LDL-C 等指标均高于 DM 组，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完成 10 个 SNP 位点的检测与基因分型，其中 DKD 组的 rs6128541 位点、DM 组的 rs646776

位点 Hardy-Weinberg 平衡检验的 P 值均＜0.05，不具有群体代表性。 

3、比较 DM 组和 DKD 组： rs17428041、rs451041、rs2073618、rs12437854、rs9298190、

rs3809346 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s4773144 和 rs7588550 位点

的基因型频率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根据等位基因频率及不同遗传模型下基因型频率的比较发现， rs4773144-G 等位基因可能是

DKD 风险等位基因（c2：18.309，P＜0.001，OR：2.521，95%CI ：1.643,3.867）。rs7588550-

G 等位基因可能是 DKD 保护基因（ c2 ： 77.474 ， P ＜ 0.001 ， OR ： 0.137 ， 95%CI ：

0.086,0.217）。 

5、rs4773144 位点和 rs7588550 位点基因型分布频率在 DKD 组与 ACR 水平不相关（P＞

0.05）。 

结论  rs4773144-G 等位基因可能增加 DKD 风险， rs7588550-G 等位基因可能降低 DKD 风险。

rs4773144、rs7588550 基因型频率与 ACR 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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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1 

维格列汀或瑞格列奈联合 

重组甘精胰岛素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疗效观察 

 
马建强,马永宾 

江苏大学附属金坛医院 

 

目的  比较维格列汀联合重组甘精胰岛素与瑞格列奈联合重组甘精胰岛素治疗 2 型糖尿病(T2DM)的

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100 例口服降糖药物血糖控制不佳的 T2DM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维格列汀联合重组甘

精胰岛素组（观察组）和瑞格列奈汀联合重组甘精胰岛素组（对照组），两组各 50 例；治疗 16

周，观察治疗后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HBA1c、BMI、胰岛功能等及胰岛素用量、低血糖发

生情况。 

结果  治疗 16 周后两组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及 HBA1c 均较治疗前下降，胰岛功能均较前改

善(P <0.05)；观察组及对照组治疗后 HBA1c 达标率分别为 80%及 84%(P >0.05)，但观察组治疗

后胰岛功能更好，胰岛素用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且 BMI 降低、低血糖发生率较低(P <0.05)。 

结论  维格列汀联合重组甘精胰岛素治疗 T2DM，可有效控制血糖、BMI 及改善胰岛功能，在同等

HBA1c 达标率情况下，所用基础胰岛素剂量相对较少，低血糖反应较少，值得予以推广。 

 
 

PU-0622 

丝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信号转导通路在丙型肝炎病毒抑制胰岛 β

细胞葡萄糖刺激下胰岛素分泌中的作用 

 
牛奔 1,苏恒 1,夏雪山 2 

1.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昆明理工大学 

 

目的  探讨丝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APK）信号转导通路在丙型肝炎病毒（HCV）抑制小鼠胰岛

素瘤细胞（Min6 细胞）葡萄糖刺激下胰岛素分泌反应中的作用。 

方法  Min6 细胞培养于高糖 DMEM 培养基，48 小时后换用无糖 KRB 缓冲液培养 30 分钟，分别于

含 5.5mmol/l、11.1mmol/l 和 22.2mmol/l 葡萄糖的 KRB 缓冲液中孵育 60 分钟，放免法检测细胞上

清液中胰岛素浓度；（2）Min6 细胞培养 48 小时后换用无糖 KRB 缓冲液培养 2 小时，分别于含

5.5mmol/l、11.1mmol/l 和 22.2mmol/l 葡萄糖的 KRB 缓冲液中孵育 5 分钟，收集细胞蛋白，用蛋

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磷酸化 ERK1/2、JNK 和 P38 及 β-Actin 的水平；（3）Min6 细胞培养 24 小时

后加入不同 HCV 载量（0.2×106IU/ml 和 0.8×106IU/ml），培养 24 小时后换用无糖的 KRBH 缓冲

液培养 30min，于含 22.2mM 葡萄糖的 KRBH 缓冲液中孵育 60min，放免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胰

岛素浓度；（4）Min6 细胞培养 24 小时后加入不同 HCV 载量（0.2×106IU/ml 和 0.8×106IU/ml），

培养 24 小时后换用无糖的 KRBH 缓冲液培养 30min，于含 22.2mM 葡萄糖的 KRBH 缓冲液中孵育

5min，收集细胞蛋白，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磷酸化 ERK1/2、JNK 和 P38 及 β-Actin 的水平。 

结果  （1）Min6 细胞在 22.2mM 葡萄糖刺激时胰岛素分泌达高峰，5.5mM 葡萄糖刺激时胰岛素分

泌较 22.2mM 时下降；（2）HCV 可抑制 Min6 细胞葡萄糖刺激下胰岛素分泌，作用与剂量呈正相

关；（3）22.2mmol/l 葡萄糖可刺激 Min6 细胞 ERK1/2 的磷酸化，对 JNK 和 P38 信号通路影响较

小；（4）HCV 对 MAPK 信号转导通路有影响，特别是对 JNK 信号通路有抑制作用。 

结论  HCV 通过对 JNK 信号通路的抑制作用，而抑制了 Min6 细胞的胰岛素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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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3 

TRPM2、GSK-3β 在糖尿病性骨质疏松大鼠中的表达 

 
任恩惠,谢琪琪,李文洲,史卫东,邓亚军,马靖琳,汪静,康学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TRPM2、GSK-3β 在糖尿病骨质疏松大鼠中的表达情况。 

方法  72 只 3 月龄雌性健康 SD 大鼠适应性喂养 1 周，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C 组）1 型糖尿病

(DM 组)、单纯去势组（ED 组）、去势合并 1 型糖尿病组(ED+DM 组)。ED 组进行双侧卵巢切除法

制作骨质疏松大鼠模型，DM 组采用链脲佐菌素（STZ）腹腔注射法制作糖尿病大鼠模型,ED+DM

组进行手术摘除卵巢后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制作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模型。分别于术后 4

周、8 周、12 周各组随机选取大鼠,麻醉处死后取材,双能 X 线吸收法（DXA）测定大鼠腰椎、股骨

骨密度（BMD），生物力学试验评估腰椎、股骨骨强度，HE 染色观察骨组织形态学，免疫组化和

ELISA 法分别检测腰椎、股骨组织中及血清中 TRPM2、GSK-3β 的表达。 

结果  ①骨密度(BMD):第 4 周时，ED 组和 DM 组 BMD 较 NC 组下降无意义（P>0.05）,ED+DM

组较 NC 组显著降低（P<0.05）；第 8 周、12 周时，DM 组和 ED 组 BMD 均较 NC 组显著降低

（P<0.05）,ED+DM 组 BMD 较 NC 组、ED 组、DM 组均明显降低；②生物力学：第 12 周时，同

NC 组相比，ED 组、DM 组、ED+DM 组的生物力学弹性模量等指标均下降（P<0.05）,其中

ED+DM 组最低；③TRPM2、GSK-3β 免疫组化染色及 ELISA 法测量血清中 TRPM2、GSK-3β 表

达量：相比于 NC 组，ED 组、DM 组及 ED+DM 组 TRPM2、GSK-3β 表达均上调（P<0.05）,其

中 ED+DM 组表达最高，且显著高于 ED 组和 DM 组（P<0.05），但 ED 组和 DM 组表达量无差异

（P<0.05）。 

结论  ①单纯去势组主要表现为骨小梁数量的减少和缺失，而 1 型糖尿病组表现为骨小梁厚度明显

变细，骨小梁断裂，ED+DM 组则表现为骨小梁数量明显增加，骨质破坏和丢失程度最严重。②

TRPM2、GSK-3β 在 ED 组、DM 组和 ED+DM 组大鼠中表达均增加，可能是糖尿病性骨骨质疏松

的关键病理机制。③GSK-3β 与 TRPM2 水平趋势一致，可能存在一定调控关系参与糖尿病性骨质

疏松的发生发展。 

 
 

PU-0624 

初诊断的 2 型糖尿病肥胖和非肥胖人群 

血清 Spexin 表达水平与代谢参数相关性研究 

 
张娴,陈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以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组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观察两组受试者血清

Spexin 的表达差异，分析不同体重指数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Spexin 的表达差异，以及血清 Spexin

水平与糖脂代谢、胰岛素抵抗水平以及内源性甘丙肽浓度的相关性，初步探讨新型细胞因子

Spexin 在 2 型糖尿病及肥胖中的作用意义。 

方法  根据 1999 年 WHO 糖尿病专家委员会报告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纳入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 100

例，同时根据同年龄段、性别比例进行匹配共选取健康体检者 93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另外，采取

肘前静脉血液标本 2 份血，用于血清 Spexin、甘丙肽水平、常规生化指标检测。采用 SPSS 20.0

软件建立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相比正常对照组，新诊断 2 型糖尿病组血清 Spexin 浓度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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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型糖尿病及正常对照组中超重/肥胖患者血清 Spexin 浓度均显著低于正常体重者，且在 2 型糖

尿病组中差异更为明显(P＜0.01)；相比非胰岛素抵抗组，胰岛素抵抗组血清 Spexin 浓度显著降

低，胰岛素抵抗组血清 Spexin 浓度仅是非胰岛素抵抗组的 0.20 倍；另外，血清 spexin 表达水平

存在性别差异(P＜0.05)。 

2. 血清 Spexin 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Spexin 浓度与 QUICKI 指数、HOMA-%β、HDL-C、

GAL 呈正相关，与 BMI、腰围、腰臀比、FPG、Fins、空腹 C 肽、HbA1c、HOMA-IR、hs-

CRP、ALT、体内脂肪率、内脏脂肪面积呈负相关(均 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性别、

腰围、腰臀比、空腹 C 肽、HOMA-%β 是血清 Spexin 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  1.相比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对照者，2 型糖尿病及超重、肥胖患者血清 Spexin 浓度均显

著降低，且与糖、脂代谢及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另外，我们发现 Spexin 与生物活性肽甘丙肽浓

度存在一定联系。2.低浓度 Spexin 是 2 型糖尿病及超重、肥胖发病的危险因素，Spexin 可能参与

2 型糖尿病及肥胖的发生发展或作为评估 2 型糖尿病状态的一个临床指标。3.血清 Spexin 可能是

一种与心血管疾病有关的新型细胞因子，低浓度的 Spexin 可能是导致心血管事件增加的危险因素

之一。 

 
 

PU-0625 

2 型糖尿病综合管理对其多重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 

 
王新玲,王蓓,张竞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临床综合管理对 2 型糖尿病合并多重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作用。 

方法  在附近社区筛选和招募研究对象 1000 余例，进行问卷调查及为期 12 个月的全面的综合管

理。对比综合管理前后血压、BMI、FPG、HbA1c、TC、TG 、HDL - C、LDL - C 等指标的变化及

达标率。 

结果  最终入选 127 例，4 次随访中脱落 15 人，全程完成 4 次随访共计 112 例，（1）2 型糖尿病

患者糖尿病知识及自我管理的变化：糖尿病知识知晓率均明显提高（均 p<0.05），自我管理依从

性明显提高（均 p<0.05）；（2）FPG、HbA1c、BMI、TC 、TG、LDL-C 较综合管理前明显降低

（均 p<0.05），HDL-C 升高（p<0.05）；（3）综合管理前后各指标达标率变化：收缩压、舒张

压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PG、HbA1c、TC、TG、LDL-C、HDL-C 由综合管理前的 38.4%、

28.6%、46.4%、49.1%、52.6%、25.9%上升至 63.4%、64.3%、72.3%、63.4%、87.5%、

48.2%（均 p<0.05）。血糖、血压、血脂三项同时达标综合管理前后：7.1% vs 14.3%。 

结论  长期综合管理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高危因素控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血糖、血

压、血脂的达标，对预防心血管事件至关重要。 

 
 

PU-0626 

中老年人群睡眠时间与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祝凌妃,钮忆欣,李晓永,秦利,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证实合理的睡眠时间是维持机体代谢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睡眠时间过长与过短可通过

升高体重指数（BMI）、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并诱导多种炎症因子产生，影响糖代谢。 

方法  本研究针对上海市崇明县 9316 名参加“2011 年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

研究”志愿者进行横断面研究，分析睡眠时间与糖尿病发生的相关性。 

结果  糖尿病组（DM）、糖尿病前期组的睡眠时间多于正常糖耐量组（NGT）（P<0.05），DM

组的睡眠时间多于糖尿病前期组（P<0.05）；三组的 CRP、脂联素水平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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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时间<7h 组、7-8h 组、8-9h 组、9-10h 组和≥10h 组的 DM 发病率分别为 22.47%、24.19%、

25.29%、27.04%、29.43%，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之间的 CRP、脂联素水

平具有显著差异（P<0.05）。睡眠时间与各因素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睡眠时间与空腹血糖

（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CRP 水平呈正相关(r=0.251，

0.262，0.214，0.578，P 均<0.05)，与脂联素水平呈负相关(r=-0.674， P<0.05)。多元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睡眠时间是 FPG 的独立影响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睡眠时间≥10h 是 DM 的

独立危险因素（OR=1.323，P<0.05）。 

结论  睡眠时间与机体的糖代谢有关，睡眠时间越长，FPG、2hPG、HbA1c 水平越高；女性睡眠

时间≥10h 是 DM 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627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中血糖波动对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林宁,李晓永,钮忆新,杨震,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血糖波动对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心率变异性(HRV)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上海新华医院内分泌科 2 型糖尿病患者共计 300 例，进行

动态血糖和动态心电图检测，完善 HRV 的各项时域指标和频谱指标的检测，根据血糖变异系数分

为单纯糖尿病组和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组，其中各组又包括持续性高血糖组和波动性高血糖组，分析

在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时，两组 HRV 的表现。 

结果  血糖变异系数高组的所有窦性心搏 R-R 间期的标准差(SDNN),全程记录中每 5minR-R 间期平

均值的标准差(SDANN)，相邻 R-R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窦性相邻 R-R 间期差值>50 ms 的

心搏数占 NN 总心搏数百分比(pNN50)均低于持续性高血糖组(p<0.05)，频域分析法中 LF（低频功

率）,VLF（极低频功率）也较持续性高血糖组低(p<0.05)。其中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组较单纯糖尿病

组在血糖波动大时 SDNN、SDANN、rMSSD、pNN50、LF 和 VLF 进一步明显下降。 

结论  血糖波动大组较持续性高血糖对 2 型糖尿病患者 HRV 影响明显，且对合并冠心病患者影响更

为显著。  

 
 

PU-0628 

microRNA-199a-5p 通过 SIRT1 

通路介导高糖引起的 INS-1 细胞 ROS 产生和凋亡 

 
林宁,李晓永,秦利,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高糖引起的胰岛 β 细胞损伤是 2 型糖尿病的重要病理标志。探讨 miR-199a-5p 在高糖引起的

β 细胞毒性和相关分子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大鼠胰岛细胞株（INS-1）在正常糖浓度（11mM）和高糖（30mM）培养基中培养 16-72h，

检测 miR-199a-5p 的表达。通过抑制和过表达等方法评估 miR-199a-5p 在高糖引起细胞凋亡和活

性氧产生中的作用。此外，检测 SIRT1 通路是否参与 miR-199a-5p 的作用。 

结果  与正常糖浓度的培养基相比，高糖引起 INS-1 细胞 miR-199a-5p 表达增加。提前用抗 miR-

199a-5p 抑制物干预后，可以减轻高糖引起的 INS-1 细胞凋亡和活性氧产生。相反，miR-199a-5p

过表达则减少细胞活力，促进了 ROS 的产生，同时 SIRT1 表达明显下调。敲除 SIRT1 后可以促

进 INS-1 细胞凋亡。进一步研究发现，SIRT1 过表达可以减少 miR-199a-5p 介导的 ROS 产生，缓

解高糖介导的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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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糖刺激胰岛 INS-1 细胞上调了 miR-199a-5p 的表达，通过 SIRT1 通路促进 ROS 产生和细

胞凋亡。调节 miR-199a-5p/SIRT1 轴有可能成为治疗糖尿病的一个新靶点。 

 
 

PU-0629 

血清细胞因子 IRISIN、OPG、CEACAM1 

与妊娠糖尿 病的相关性研究 

 
吴一鸣,祝凌妃,杨震,秦利,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观察 GDM 组和 NGT 组孕妇孕中期血清细胞因子 irisin、OPG、CEACAM1 的水平变化；分

析 irisin、OPG、CEACAM1 与代谢指标、IR、胰岛细胞功能的关系，探讨细胞因子在 GDM 发病

中的可能机制。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就诊于新华医院崇明分院门诊定期产前检查的新诊断

GDM 患者 70 例和正常糖耐量孕妇 70 例。询问记录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检测血糖、胰岛素等各

项生化指标。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 irisin、OPG、CEACAM1 的浓度。 

结果  GDM 组 HOMA -IR 、ΔI60/ΔG60、AUCG、AUCI 均明显高于 NGT 组(P<0.01)，而 GDM 组

HOMA-β、ISOGTT 指标低于 NGT 组（P＜0.05）。GDM 组血浆 OPG 水平显著高于 NGT 组

（P<0.01）,irisin 水平显著低于 NGT 组(p<O．01)，GDM 组血 CEACAM1 水平有升高趋势，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GDM 组，irisin 与临床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而在整个研究人群中空

腹血清 irisin 与年龄、腹围、孕前体重、OGTT 体重、FPG、1hPG、2hPG、FINS、HOMA-IR、

AUCG 呈负相关（P＜0.05），与 ISOGTT 呈正相关（P＜0.05）。在 GDM 组，OPG 与临床指标

均无显著相关性。而在整个研究人群中空腹血清 OPG 空腹与年龄、FPG、1hPG、2hPG、FINS、

2hPINS、HOMA-IR、1hPG、2hPG、FINS、HOMA-IR、AUCG 及 AUCI 呈正相关（P＜0.05）。

GDM 组空腹血清 ceacam1 与年龄、ISOGTT 呈正相关（P＜0.05），与 1hPINS、2hPINS、AUCI

呈负相关（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OPG、irisin 进入了回归方程(p<O.01)。  

结论  妊娠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增加，同时胰岛 β 细胞分泌功能受损，两者共同参与妊娠糖尿病

的发生。妊娠糖尿病患者存在 OPG、 irisin、CEACAM1 的分泌失调，并且这些因子与代谢指标、

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敏感性及胰岛细胞功能等指标密切相关,因此在 GDM 的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妊娠孕妇血清 irisin 水平降低、opg 水平升高会增加妊娠糖尿病的发生风险。 

 
 

PU-0630 

Glucose-AGEs 对大肠癌转移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邓儒元,冉慧,孔祥,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糖尿病患者肿瘤（如大肠癌）发病风险显著增加，预后不佳。除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外，

葡萄糖来源的糖化终末产物（glucose-derived AGEs）与众多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探

讨 glucose-derived AGEs 对大肠癌侵袭转移的影响和潜在机制。 

方法  收集不合并糖尿病的大肠癌和正常对照者的血液及肿瘤组织，离心血液取上清，蛋白电泳检

测血清中 glucose-derived AGEs 的含量。提取组织标本的 RNA 和蛋白分别进行 RT-PCR 和蛋白

电泳，观察 RAGE 的表达情况，同时检测 glucose-derived AGEs 的组织含量及 Sp1, MMP2 的表

达情况。对大肠癌标本进行石蜡包埋切片，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对比大肠癌组织和正常组织中

RAGE，Sp1 的表达位置和表达丰度，并结合临床资料分析 RAGE 的表达与大肠癌临床病理因素间

的相关性。体外实验中，使用不同浓度的 glucose-derived AGEs 及 RAGE 的特异性抗体处理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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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细胞系，观察大肠癌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变化，并通过细胞免疫荧光，蛋白电泳及明胶酶谱实验

观察细胞中 RAGE，Sp1 和 MMP2 的表达情况及培养液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的活性。构建

Sp1 特异性的 siRNA，转染大肠癌细胞，观察对 glucose-derived AGEs 诱导的侵袭转移的影响,及

对 RAGE，MMP2 表达的影响。同时，构建 RAGE 干扰慢病毒，转染筛选 RAGE 稳定敲低的稳转

细胞株，并行裸鼠门静脉注射，构建大肠癌肝转移模型。30 mg/kg 的 glucose-derived AGEs 腹腔

注射，隔天一次，2 个月后观察大肠癌肝转移情况。 

结果  大肠癌患者血清中 glucose-AGEs 的水平及大肠癌组织中 glucose-AGEs 的含量、RAGE、

Sp1 和 MMP2 的表达明显增加。体外 glucose-derived AGEs 处理诱导大肠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并

上调 RAGE, Sp1 和 MMP2 的表达。体内 glucose- AGEs 处理促进裸鼠大肠癌肝转移。 

结论  glucose-AGEs 促进大肠癌细胞的侵袭转移，是影响糖尿病合并大肠癌患者转归的不利因素。 

 
 

PU-0631 

Glucose-AGEs 对胃癌转移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邓儒元,张琪,冉慧,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糖尿病患者肿瘤罹患风险显著增加，并且预后不良。除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外，研究显示

葡萄糖来源的糖化终末产物（glucose-derived AGEs）可能是参与糖尿病患者肿瘤的发生发展的不

利因素。本研究探讨 glucose-derived AGEs 对胃癌侵袭转移的影响和潜在机制。 

方法  收集不合并糖尿病的胃癌和正常对照者的血液及肿瘤组织，离心血液取上清，蛋白电泳检测

血清中 glucose-derived AGEs 的含量。提取组织标本的 RNA 和蛋白分别进行 RT-PCR 和蛋白电

泳，观察 RAGE 的表达情况，同时检测 glucose-derived AGEs 的组织含量及 Sp1, MMP2 的表达

情况。对胃癌标本进行石蜡包埋切片，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对比胃癌组织和正常组织中 RAGE，

Sp1 的表达位置和表达丰度，并结合临床资料分析 RAGE 的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因素间的相关

性。体外实验中，使用不同浓度的 glucose-derived AGEs 及 RAGE 的特异性抗体处理胃癌细胞

系，观察胃癌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变化，并通过细胞免疫荧光，蛋白电泳及明胶酶谱实验观察细胞

中 RAGE，Sp1 和 MMP2 的表达情况及培养液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的活性。构建 Sp1 特异性

的 siRNA，转染胃癌细胞，观察对 glucose-derived AGEs 诱导的侵袭转移的影响,及对 RAGE，

MMP2 表达的影响。同时，构建 RAGE 干扰慢病毒，转染筛选 RAGE 稳定敲低的稳转细胞株，并

行裸鼠腹腔注射，构建胃癌腹腔转移模型。30 mg/kg 的 glucose-derived AGEs 腹腔注射，隔天一

次，2 个月后观察胃癌腹腔转移情况 

结果  胃癌患者血清中 glucose-AGEs 的水平及胃癌组织中 glucose-AGEs 的含量、RAGE、Sp1 和

MMP2 的表达明显增加。体外 glucose-derived AGEs 处理诱导胃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并上调

RAGE, Sp1 和 MMP2 的表达。体内 glucose- AGEs 处理促进裸鼠胃癌腹腔转移。  

结论  glucose-AGEs 能增加胃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是影响糖尿病合并胃癌患者转归的潜在不利

因素。 

 
 

PU-0632 

右美托咪定对糖尿病痛性神经病变大鼠脊髓 ERK 通路的影响 

 
吴定英,高飞,郭玲玲,王立雪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目的  右美托咪定为 a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与受体结合后可产生突触前抑制，减少脊髓背角小

胶质细胞 ca2+内流，抑制伤害性信息传递，减轻神经病理性疼痛。已有研究表明，该药物对糖尿病

痛性神经病变（DNP）大鼠外周神经传导速度、机械刺激反应阈值具有改善作用。同样，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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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脊髓背角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信号的激活参与外周神经损伤引起的神经病理疼痛

的发生， 对该信号通路的干预可能是控制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措施之一。然而，右美托咪定改善 

DNP 是否与 ERK 相关，尚无文献报道。本项研究评价右美托咪定对 DNP 大鼠脊髓 ERK 信号通路

的影响，以阐述该药物改善 DNP 的可能机制。 

方法  雄性 SD 大鼠（3 月龄）30 只，体重 250±30g，随机分为对照组（CON 组）、DNP 组、

DNP+右美托咪定组（DNP+D）。1%链脲佐菌素 40 mg/kg STZ 腹腔注射，以 10 天后随机血糖水

平≥16.7 mmol/L 为糖尿病标准，此后每周检测 2 次 8 时和 18 时血糖值，据大鼠这两时间点血糖值

的高低，分别皮下注射 1-3U 普通胰岛素或灌胃葡萄糖 2g/Kg；DNP+D 组同时予腹腔注射右美托咪

定 50ug/Kg.d， CON 组以相同给药方式给予同体积生理盐水。6 周后，测定机械缩足反应阈值

（MWT）和坐骨神经传到速率（SNCV）并处死大鼠，取脊髓组织行 Nissl 染色观察脊髓及腓肠神

经病理改变，应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脊髓组织磷酸化 ERK（P-ERK）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与 CON 组比较，DNP 组和 DNP+D 组 MWT、SNCV 均降低（P<0.05），与 DNP 组相比

较，DNP+D 组 MWT、SNCV 均升高（P<0.05）；与 CON 组比较，DNP 组和 DNP+D 组 P-ERK

相对含量均升高（P<0.01），与 DNP 组相比较，DNP+D 组 P-ERK 相对含量下降（P<0.05）。

DNP 组大鼠脊髓神经细胞胞体缩小，排列松散，核周染色质溶解伴水肿；DNP+D 组脊髓部分神经

细胞缩小，组织局灶性水肿；电镜下 DNP 组脱髓鞘明显，Schwann 细胞增生，有髓纤维数目减

少，髓鞘板层排列紊乱；DNP+D 组脱髓鞘程度明显减轻。 

结论  右美托咪定改善大鼠糖尿病痛性神经病变的机制可能与抑制 ERK 信号通路的活化相关。 

 
 

PU-0633 

充气式行走支具联合长球囊血管成形术治疗糖尿病足 

 
孙铭良 1,2,3,刘文驰 1,刘岩 1,2,3,李萍 1,2,3,赵家军 1,2,3,李秋 1,2,3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省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医学中心 

3.山东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内分泌代谢研究所 

 

目的  糖尿病患者一生中发生糖尿病足的风险高达 25%，糖尿病足患者的 5 年死亡率为 43%～

55%，糖尿病足的截肢率高达 26.4%，作为糖尿病的一种严重并发症在我国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合并糖尿病足约有 5.2%，这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极大痛苦及沉重的经济负担。国外研究表

明, 糖尿病患者足底压力的增高及异常分布可以作为预测因子用于预测糖尿病足溃疡的发生,其也是

足部溃疡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关性高达 70%～90%。因此在糖尿病足的整个治疗过程中，减压

治疗对足病患者的康复、预后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探讨 1 例使用充气式行走支具联合长球囊血管成

形术治疗的糖尿病足溃疡患者，为糖尿病足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方法  患者入院后治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予以糖尿病足教育、强化血糖控制（胰岛素

泵）、予以营养神经、改善循环药物治疗（阿司匹林、西洛他唑、硫辛酸、甲钴胺等）；第二阶

段：溃疡创面处理、清创引流、常规换药、药物控制感染（药敏实验指导用药）；第三阶段：膝下

动脉长球囊血管成形术联合减压治疗。减压治疗：首先通过三维足型分析仪采集患者足部特征数据

（包括长度、宽度、高度、趾围、附围、跟兜围、弧度、凸凹度），再通过 F-Scan 系统对患者进

行步态分析获取足底压力分布。根据所采集的足部信息设计充气式可行走减压支具，通过调节支具

内置 4 个充气气囊气体含量保持和肢体的全面接触达到良好的稳定性，同时进行脉冲式顺序加压促

进血液循环，减轻水肿。采用半硬式的外壳提供了与传统石膏类似的保护作用及稳定性，依据患者

足底压力分布特征特殊设计的鞋底降低了足底压力，并且保证了患者的正常行走。 

结果  患者经上述三个阶段方案治疗后局部症状改善明显，创面正逐渐愈合，但考虑患者溃疡部位

处于足趾关节处，平时活动较多，依从性较好，患者出院时继续予以“充气式行走支具”进行溃疡处

减压。患者出院 1 月后随访，患者监测血糖控制平稳，足部无明显疼痛不适，足趾部溃疡已经完全

结痂，足底部溃疡已经完全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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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对患者足部溃疡处进行的减压治疗，促进了患者足部溃疡的愈合，降低了患者溃疡复发

的风险，避免了截肢。同时我们根据患者足底压力的分布特征对患者进行了足部护理教育，可有效

避免其他部位发生溃疡，对糖尿病足的预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PU-0634 

糖尿病足的预防与护理 

 
丁洁 

鞍钢总医院（原:鞍钢铁东医院) 

 

目的  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而且发病年龄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据统计，全球大约

有 1 亿四千万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已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约 15%发展

为足部溃疡-即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由于下肢中小血管病变及微循环障碍，周围神经病变并发感

染所致。主要表现为双下肢末梢麻木，变凉，痛觉及温觉减退或消失，足部出现肿胀或皮肤青紫

色，甚至出现溃疡及坏疽。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是截肢致残的主要原因，

对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原发病，加强健康教育，增加病人自我保护意识，强调注意防

止外伤，感染和积极治疗末梢神经病变，可预防和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病率，对已有足部溃疡的患

者，通过积极治疗原发病、局部换药、物理治疗等措施降低截肢，致残的发生率。 

方法  1．每日用温水和柔和的香皂洗足，涂沫润肤霜。 

2．每日检查双足，按摩足及下肢，穿鞋前检查鞋内有无异物。 

3．足部日常检查内容各种损伤、擦伤、水疱，皮肤干燥、郓裂，鸡眼和胼胝（老茧），皮肤温

度、颜色，趾甲异常，肿胀、溃疡、感染，霉菌感染。 

4．禁止赤足行走，禁用热水袋、电热毯等取暖，禁止自行处理足部疾患，需由专业人员处理。 

5．糖尿病患者修剪趾甲的原则沿趾甲缘平平地修剪趾甲，挫圆两边角。 

6．剪趾甲时应注意确保能看得很清楚，直着修剪，避免边上剪得过深，剪去尖锐的部分，不要让

趾甲长得的过长，不要到公共浴室修脚。 

结果  糖尿病患者并发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很多，病情也较重，因此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容易被

患者忽视，甚至有一些糖尿病足的病人延误了治疗的时机。让糖尿病患者学会足部的自我保护和观

察， 

结论  让糖尿病患者学会足部的自我保护和观察，加强患足的护理，对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具有重

要意义。 

 
 

PU-0635 

葛根芩连汤对高脂诱导肝脏胰岛素 

抵抗小鼠 SIRT1/FOXO1 信号通路影响 

 
隋淼 1,范尧夫 2,陈国芳 2,茅晓东 2,刘超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2.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通过建立高脂饮食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小鼠模型，观察葛根芩连汤对肝脏胰岛素抵的改善作

用，探讨 SIRT1/FOXO1 信号通路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  将雄性 C57BL/6J 小鼠造模成功后，分为正常对照组、高脂对照组、葛根芩连汤组、吡格咧

酮组。对照组予等体积的灭菌水，其余各组予对应药物，连续灌胃 8 周。期间观察小鼠体重、血

糖、甘油三酯，并计算 HOMA-IR 变化情况。采用肝脏组织病理学法，检测脂质沉积情况。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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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blot 法检测 SIRT1/FOXO1 信号通路中各蛋白表达程度。采用 RT-PCR 法检测肝脏组织

SIRT1、FOXO1、PPARγ 的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同高脂对照组相比，葛根芩连汤组小鼠的体重、甘油三酯、胰岛素水平及 HOMA-IR 均

显著降低（P<0.01）。（2）HE 染色结果显示，高脂对照组小鼠肝脏明显脂质沉积，汇管区周

围、中央静脉周围可见大量肝细胞空泡变性及水样变性，淋巴细胞浸润，少量肝细胞点状坏死，而

葛根芩连汤组和吡格列酮组肝脏空泡变性明显降低。油红 O 定量显示，葛根芩连汤组和吡格列酮

组的脂滴沉积较高脂对照组明显减少（P<0.05）。（3）Westernblot 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高脂对照组 SIRT1、PPARγ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5），FOXO1 及 acely-FOXO1 表达升

高，其中 acely-FOXO1 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脂对照组相比，葛根芩连汤组及

吡格列酮组 SIRT1、PPARγ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FOXO1 及 acely-FOXO1 表达降低，

其中 acely-FOXO1 表达明显降低（P<0.05）。（4）RT-PCR 检测结果，葛根芩连汤组及吡格列

酮组 SIRT1、PPARγ 的 mRNA 表达较高脂组对照组明显增加（P<0.05）。 

结论  葛根芩连汤可以通过上调 SIRT1 表达，减少 FOXO1 乙酰化水平，继而影响与 FOXO1 相关

的下游糖脂代谢基因的表达，从而改善肝脏胰岛素抵抗。 

 
 

PU-0636 

胰腺纤维钙化性糖尿病 2 例及文献复习 

 
夏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两例胰腺纤维钙化性糖尿病(FCPD)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相关文献。 

方法  汇总我院收治的两例胰腺纤维钙化性糖尿病的临床资料，分析该病的特点。 

结果  我院收治的两例患者均符合胰腺纤维钙化性糖尿病的临床特点。 

结论  胰腺纤维钙化性糖尿是糖尿病中较为罕见的类型，临床容易误诊，及早发现并诊断以及良好

的血糖控制仍是 FCPD 治疗的基础。 

 
 

PU-0637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CA 19-9 and Metabolic 

diseases：A Cross-sectional and Prospective Study in 

Community-dwelling Chinese Adults 

 
杜瑞,陆洁莉,吴雪妍,彭魁,李勉,徐敏,徐瑜,陈宇红,毕宇芳,王卫庆,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Our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CA 19-9 with metabolic diseases. 

方法  In brief, we conducted a popul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in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In 2009, a total of 4012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fterwards, we 
conducted a 4-year follow-up survey in 2013. 

结果  At baseline, participants with elevated serum CA 19-9(≥37 U/ml)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prevalent diabetes [odds ratio (O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4.87, 3.00-7.90], 
metabolic syndrome (OR, 95%CI: 2.10, 1.21–3.65).After a median of 3.8-year follow-up, 
individuals in the 4th quartile had increased risk of incident diabete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1st 
quartile of serum CA 19-9 (OR, 95%CI: 1.58, 1.02-2.44). 

结论  Our study found that serum CA 19-9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metabolic diseases including diabet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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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38 

宁波市 2 型糖尿病治疗现状调查 

 
杨甜梦,毛玉山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宁波市第三医院） 

 

目的  调查宁波市成人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治疗现状。 

方法  由宁波市 9 家医疗单位（三级综合医院 2 家，二级综合医院 4 家，社区、乡镇卫生院 3 家）

组成多中心协作组，调查了在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就诊的 3015 例 T2DM 患者的治疗

情况，调查内容包括糖尿病病程、是否接受过糖尿病教育、是否接受过眼科检查、应用降血压药物

和降血糖药物等一般情况，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收集近 3 个内的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血

脂谱、非空腹血糖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等资料，以 2013 年版《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为标准

评价 T2DM 控制现状。 

结果  该 2 型糖尿病人群中男性 1685 人，女性 1330 人，总体平均年龄 63.3±13.0 岁，糖尿病病程

8.4±6.7 年，接受过糖尿病患者教育的比例为 46.8%。58.7%的患者合并有高血压病，56.7%的患

者存在高脂血症，已知有冠心病、脑卒中的患者分别为 3.8%和 3.2%，颈动脉 B 超、尿白蛋白肌

酐比值和眼底检查的检测率分别为 40.5%、33.0%和 9.1%，经检测者中颈动脉粥样斑块、糖尿病

性肾病、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分别为 53.1%、11.6%和 14.5%。过半数（50.9%）患者超

重或肥胖；血压达标率 39.6%（<140/80mmHg）；空腹血糖达标率 46.0%（4.4-7.0mmol/L），随

机血糖达标率 32.3%(<10.0mmol/L)，HbA1c 达标率 41.7%(<7.0)；LDL-C 达标率 51.7%(未合并冠

心病<2.6 mmol/L，合并冠心病<1.8 mmol/L)，TG 达标率 54.5%(<1.5mmol/L)。 

结论  宁波市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现状不容乐观，与指南要求相距甚远，需进一步加强临床防治

工作，缩小临床与指南之间的“鸿沟”。 

 
 

PU-0639 

男性睾酮水平降低是 2 型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一个荟萃分析 

 
姚秋明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一些研究观察了睾酮水平和男性 2 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但研究结果具有争议

性。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方法  我们检索了 PubMed，EMBASE 和 Web of Science 三个数据库，搜索 2017 年 8 月 15 日以

前发表的符合条件的队列或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使用荟萃分析计算与高睾酮水平相关的 2 型糖尿病

的合并相对危险度（RR）。 

结果  此荟萃分析共纳入了 13 项队列研究或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包括 16,709 名参与者。荟萃分析显

示血清中高的总睾酮水平可显著降低男性 2 型糖尿病的风险（RR = 0.65,95％CI 0.50-0.84; P = 

0.001），高游离睾酮水平也可以降低男性 2 型糖尿病的风险（RR = 0.94; 95％CI 0.90-0.99; P = 

0.014）。排除两项未能根据睾酮水平的四分位数计算 RR 的研究后，高总睾酮和游离睾酮水平仍

然可以降低男性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合并后的 RR 分别为 0.62（95％CI 0.51-0.76; P <0.001）

和 0.77（95％CI 0.61-0.98; P = 0.03）。 

结论  我们的荟萃分析表明睾酮对男性 2 型糖尿病有重要保护作用。男性睾酮水平低的人更易患 2

型糖尿病。其机制可能与睾酮缺乏可以导致肥胖、胰岛素抵抗增加，且睾酮可以促进葡萄糖转运子

4 的表达从而增加葡萄糖转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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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0 

AU 富集元件结合因子 1 在糖尿病肾病 

所致肾间质纤维化中的作用 

 
李生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AU 富集元件结合因子 1 在糖尿病肾病所致肾间质纤维化中的作用 

方法  1、设立单侧输尿管梗阻（unilateral ureteral obstruction,UUO）大鼠组、假手术（sham）大

鼠组，通过免疫组化检测肾纤维化程度，AUF1 染色和 western blot 检测 AUF1 表达量。2、设立

空白对照 HK2（human kidney2）细胞组、AUF1 敲低 HK2 细胞组，通过 MTT 实验检测 HK2 细胞

的增殖状况。3、设立空白对照 HK2 细胞组、AUF1 敲低 HK2 细胞组、TGF-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处理对照 HK2 细胞组、TGF-β1 处理 AUF1 敲低 HK2 细胞组，通过 Edu 

incorporation 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 

结果  1、与 sham 组大鼠相比，UUO 组大鼠肾纤维化程度增加，肾小管 EMT 形成，AUF1 表达量

增加。2、与对照组相比，AUF1 敲低对 HK2 细胞的增殖能力无明显影响。3、与对照组相比，

TGF-β1 抑制 HK2 细胞的增殖能力、促进 HK2 细胞的迁移能力，AUF1 敲低不影响 HK2 细胞的增

殖及迁移能力，但可以消弱 TGF-β1 对 HK2 细胞的增殖抑制与迁移促进作用。 

结论  1、AUF1 在大鼠纤维化的肾脏组织中表达增加。2、AUF1 敲低不影响 HK2 细胞的增殖及迁

移能力，但可以消弱 TGF-β1 对 HK2 细胞的增殖抑制和迁移促进作用。 

 
 

PU-0641 

BMI 不是越低越有益于糖尿病并发症 

 
张永泽,郭阳阳,严孙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体重指数(BMI）水平与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是回顾性病例调查研究，共纳入 3224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男占 50.7%，平均年龄

61.31±11.45 岁)。根据 BMI 平均分为五组，并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森林图分析不同 BMI 水平与

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关系。 

结果  随着 BMI 水平的增加，DPN、PAD 检出率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DKD、颈动脉硬化斑块检

出率呈升高趋势，DR 检出率无规律。校正性别、年龄、DM 病程、 HbA1c、SBP、TG、吸烟后，

随着 BMI 从第一分位(P≤20%)组（BMI<21.62 kg/㎡）， 递增到第四分位(P61%-80% )组(BMI 25.17-

27.33 kg/㎡ )，DPN 的 OR 值降低 [0.747(0.588-0.949)； 0.661(0.518-0.843)； 0.680(0.532-

0.869)]；第五分位(P≥81%)组时,DPN 的 OR 值升高[0.867(0.678-1.109)]；PAD 的 OR 值也是先降

低后升高的趋势；第五分位(P≥81%)组，DKD、颈动脉硬化斑块的 OR 值最高 [1.666(1.200-

2.315)； 1.406(1.073-1.844)]。 

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中，不同 BMI 水平与血管并发症关系不同，BMI 与 DPN、PAD 呈 U 型关系，

高 BMI 与 DKD、颈动脉硬化斑块正相关，BMI 与 DR 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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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2 

周围神经病变增加 2 型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的难度 

 
张永泽,王运敏,严孙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是否增加 2 型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的难度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调查 381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其中合并高血压病的有 2625 例(DPN/ non-DPN 

=1486/1139)，未合并高血压病的有 1185 例(DPN/ non-DPN =572/613)。全部病例根据多伦多评

分标准（TCSS）分为不存在 DPN(non-DPN)、轻度 DPN (Mild)、中度 DPN (Moderate)、重度

DPN (Severe)。有 1835 例患者(HT/ non-HT =1247/588)进行神经传导速度检测，按 Dyck 法计算

复合神经传导速度并分为四组(P≤25%-P>75%) 。 

结果   在高血压病患者，与 non-DPN 组相比，DPN 组血压达标率较低(31.1% vs 40.5%，

P<0.05)，校正多因素后，轻度、中度、重度 DPN 组血压达标率下降，OR(95%CI)值为 0.597 

(0.475-0.750)、0.465(0.322-0.674)、0.475 (0.303-0.745)；相比神经传导速度 P≤25%组， P50%-

75% 、P>75%血压达标率分别下降 35.0%、50.6%，OR(95%CI)值为 0. 650 (0.448-0.944)、

0.494(0.330-0.741)。同样在非高血压患者，DPN 组有较低的血压正常值检出率  (30.5% vs 

42.0%，P<0.05)，且血压正常值百分比的下降亦与 DPN 严重程度的增加与神经传导速度的下降相

关。 

结论  DPN 及其严重程度与高血压患者血压达标率和非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正常值检出率的下降相

关。DPN 的存在既增加高血压的管理难度，同时也增加非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 

 
 

PU-0643 

低度血清钠水平是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危险信号 

 
张永泽,吴彩霖,严孙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低钠血症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然而，血清钠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之间的关系

尚不清楚。我们旨在调查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钠和 DPN 之间的潜在关联。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调查，共纳入 1928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排除其他神经病变及急重症等

合并症的患者。收集患者一般基线资料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糖、血脂、血钠、尿白蛋白

肌酐比值（ACR）、估计的肾小球率过滤（eGFR）等生化指标。通过神经传导功能检查（肌电

图）测定患者正中神经、尺神经、胫神经、腓总神经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正中神经、

尺神经、腓浅神经、腓肠神经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以及各运动神经相对应的运动神经传导

振幅（MAMP）、感觉神经相对应的感觉神经传导振幅(SAMP)。 

结果  随着血清钠水平下降，DPN 患病率增加，神经传导速度下降。血清钠水平与运动神经传导速

度（MCV），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和运动神经传导振幅（MAMP）之间存在显着差异，但

与感觉神经传导振幅（SAMP）无显着差异。与其他较高血清钠水平相比，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

低钠血症与 DPN 相关（OR = 0.430,95％CI = 0.220-0.841; OR = 0.386,95％CI = 0.198-0.755; 

OR = 0.297,95％ CI = 0.152-0.580; OR = 0.376,95％CI = 0.190-0.743;均 P <0.05）。这一趋势即

使在血清钠的正常范围内也是明显的。与正常血清钠水平相比，低血清钠组与 DPN 相关（OR = 

0.690,95％CI = 0.526-0.905，P = 0.007）。这种关系在男性患者，病程<10 年，UACR <30mg / g

中尤为明显 

结论  低血清钠水平与 T2DM 患者中 DPN 的发生独立相关，即使血清钠的正常范围内也存在这种

趋势。因此，低血清钠可能是 DPN 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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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4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检验方法评价 

 
王英娜,于世家,高天舒,郑曙琴,王丽,王镁,刘庆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筛查流程的各项检查（压力觉、振动觉、温度觉、痛觉及踝反射）

及其组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诊断价值，寻找实用、简便的诊断 DPN 的方法。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 2 型糖尿病患者 874 例，分别进行神经传导速度测

定、压力觉、振动觉、温度觉、痛觉及踝反射检查，并参照 2013 年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制

订 DPN 确诊标准，以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约登指数、K 值以及 ROC 曲线

下面积作为评价指标，评价 5 种检查方法的诊断效能。 

结果  5 种不同检查方法中踝反射与诊断标准的一致性最好，其敏感度、特异度及 k 值分别为

58.25%、91.51%和 0.301；而压力觉的敏感度及一致性最差；2 项不同检查方法组合时，温度觉+

踝反射组合与诊断标准的一致性最优，其敏感性、特异度及 k 值分别为 76.02%、72.73%和

0.378；5 种方法 3 项组合时温度觉+振动觉+踝反射组合与诊断标准的一致性最好，其敏感性、特

异度及 k 值分别为 80.81%、67.27%和 0.404。 

结论  温度觉+振动觉+踝反射组合与诊断标准相比，一致性最佳，是一种实用、简便的 DPN 筛查

方法。 

 
 

PU-0645 

低频脉冲电治疗仪联合木丹颗粒治疗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观察 

 
王英娜,于世家,高天舒,郑曙琴,王丽,王镁,刘庆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低频脉冲电治疗仪联合木丹颗粒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治疗作用。 

方法  收集于我院住院且具备完备资料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两组患者均予基础治疗，对照组予甲钴胺片 0.5mg 日 3 次口服；实验组予木丹颗粒 7g 日 3 次

冲服+低频脉冲电治疗仪进行穴位刺激，每穴位 3 分钟，每日 1 次，疗程均为 28 天。两组患者治

疗前、治疗后进行 FBG、P2hBG、HbAlc 测定；并行肌电图测试，记录正中神经、腓神经的运动

神经传导速度(MCV)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参照 TCSS 评分判定治疗疗效。 

结果  1.治疗后两组患者 FBG、P2hBG 及 HbA1C 均下降，且两组间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两组腓总神经及正中神经 MCV、SCV 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所提升，相比对照组，实验组上升更

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其 TCSS 评分均有所下降，实验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低频脉冲电治疗仪联合木丹颗粒可显著改善 DPN 患者正中神经和腓神经的 MCV 及 SCV、改

善临床症状、降低 TCSS 评分，对于降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致残率及致死率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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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6 

一例 B 型胰岛素抵抗合并干燥综合征的治疗体会 

 
赵琳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B 型胰岛素抵抗综合征是由血循环中存在的抗胰岛素受体抗体所致的一种罕见的特殊类型糖

尿病。发病率极低，病死率很高，尚无标准化治疗方案。旨在评估一例 B 型胰岛素抵抗合并干燥综

合征患者应用糖皮质激素（甲泼尼龙+泼尼松）联合环磷酰胺的治疗效果 

方法  52 岁女性患者，诊断为 B 型胰岛素抵抗合并干燥综合征，外院胰岛素总量最高达 440U/d，

血糖居高不下，入我院后治疗方案胰岛素泵，二甲双胍 0.5g tid  po，羟氯喹 0.3g qd po 帕夫林 

0.6g tid po，甲泼尼龙 250mg ivgtt qd ×3 天，之后泼尼松 1mg/kg.d（15mg tid po），环磷酰胺

0.4g ivgtt qw 共 3 次。 

结果   治疗前：空腹及餐后血糖（14.6mmol/L 与  22.2mmol/L）、胰岛素（629.0μU/ml 与

1072.0μU/ml ）及 C 肽（12.39ng/ml 与 16.05ng/ml），尿酮体++，糖化血红蛋白：12.5%，体重

47kg，日饮水量 8-10L，胰岛素总量 96U/d；治疗 1 周后：空腹及餐后血糖（15.4mmol/L 与

21.8mmol/L）、胰岛素（412.0μU/ml 与 683.0μU/ml）、C 肽（5.64ng/ml 与 9.86ng/ml），尿酮体

++，体重 47kg，日饮水量 5-6L，胰岛素总量 96U/d；治疗 2 周后：空腹及餐后血糖（11.2mmol/L

与 15.4mmol/L）、胰岛素（161.5μU/ml 与 239.9μU/ml））、C 肽（6.01ng/ml 与 8.43ng/ml），

尿酮体+，体重 47.5kg,，日饮水量 2-3L，胰岛素总量 48U/d；治疗 3 周后：空腹及餐后血糖

（5.3mmol/L 与 10.2mmol/L）、胰岛素（20.10μU/ml 与 71.90μU/ml）、C 肽（2.07 ng/ml 与

6.09ng/ml），尿酮体-，体重 48kg，日饮水量 1-2L，胰岛素总量 0U/d；复查 ESR：8mm/h，

CRP: 4.0mg/L，泼尼松开始减量，5mg/w 递减。；治疗 12 周后（泼尼松 5mg/d），空腹及餐后血

糖（4.0mmol/L 与 7.3mmol/L）、胰岛素（9.20μU/ml 与 32.50μU/ml）、C 肽（1.01ng/ml 与 3.58 

ng/ml），尿酮体-，糖化血红蛋白 5.6%，体重 57kg 

结论  糖皮质激素冲击联合环磷酰胺治疗本例 B 型胰岛素抵抗综合征患者，取得良好效果，未发生

低血糖。 

 
 

PU-0647 

3C 疗法对于妊娠期糖尿病血糖控制的疗效分析 

 
杨静,郑宏庭,杜蓥璇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良好的血糖控制对于妊娠结局具有有益的影响，既往对于生活方式干预后血糖仍不达标的妊

娠期糖尿病（GDM）患者通常采用皮下注射胰岛素治疗，同时联合末梢血糖监测，但是该治疗方

案难以实现血糖的精细化管理， 3C（胰岛素泵+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糖尿病信息化管理软件）整合

系统能同时实现胰岛素泵持续输注、动态血糖监测与糖尿病信息管理三种功能，可以每 5 分钟测得

1 次组织间液的血糖值，全天共获得 288 个血糖值，对血糖的精细化调节具有一定意义。该研究旨

在比较对于 GDM 患者 3C 疗法与传统疗法在血糖达标时间；血糖波动；高/低血糖时间；胰岛素使

用剂量的差异；揭示 3C 方案对 GDM 患者血糖控制的重要意义。 

方法  妊娠 24-28 周于我院妇产科门诊经 OGTT 试验确诊 GDM 的患者，首先进行饮食运动干预，

5 天后监测末梢血糖未达标者随机分成两组，两组各 15 名患者，观察组采用 3C 疗法；对照组采用

三餐前皮下注射诺和锐特充，睡前注射地特胰岛素，同时予以回顾式动态血糖监测；两组均进行每

日 7 次末梢血糖监测，血糖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 ≤5.3mmol/L 以内，餐后 2 小时血糖

≤6.7mmol/L，夜间血糖＞3.3mmol/L。两组胰岛素起始总量均为 0.5U/kg/d，根据血糖变化调整胰

岛素剂量。观察两组血糖达标时间；血糖波动；高/低血糖时间；胰岛素使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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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C 组患者平均年龄(27.6±3.6)岁，平均糖化血红蛋白(7.0±0.5)%。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

(25.9±2.2)岁，平均糖化血红蛋白(7.2±0.5)%，两组平均年龄、平均糖化血红蛋白无统计学差异。

观察组血糖达标时间为 3.4±0.7 天，对照组为 5.1±1.1 天。观察组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MAGE)为 

(1.86±0.30)mmol/L、对照组 MAGE 为 (3.76±0.51)mmol/L。观察组每日高 /低血糖时间分别为

40.8/3.4min，对照组每日高/低血糖时间分别为 82.2/12.7min。血糖达标时两组胰岛素量分别为：

观察组 30.4±3.2U，对照组为 36.1±4.1U。两组无论血糖达标天数、血糖波动幅度、胰岛素需要量

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使用 3C 疗法可以使 GDM 患者血糖尽快达标缩短住院时间，并且显著减少高、低血糖暴露时

间，血糖波动较小。 

 
 

PU-0648 

2 型糖尿病患者脑白质病变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盛励 1,曹文杰 2,黄新梅 1,徐炯 1,刘军 1 

1.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脑白质病变（WMLS）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的关系及 WMLS 相

关危险因素分析。 

方法  选择 124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头颅 MRI 结果分为 WMLS 组及无 WMLS 组。124 例均接

受认知功能测评。采集一般临床资料（身高、体质量、糖尿病病程、高血压病史），检测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肝肾功能等生化指标并留取晨尿。分析 WMLS 与认知功能是否存在相

关性及 WMLS 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WMLS 组 MCI 的发生率高于无 WMLS 组（P＝0.027）。两组年龄、收缩压、舒张压、体质

指数、空腹血糖、肌酐、尿酸、肾小球滤过率及高血压病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年龄、肌酐、尿酸、肾小球滤过率是 2 型糖尿病患者 WMLS 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 WMLS 与 MCI 相关，年龄增加、肾功能损害加重与 WMLS 独立相关 

 
 

PU-0649 

２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盛励,黄新梅,徐炯,刘军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

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24 例 T2DM 患者的一般资料，检测其常规实验室指标，根据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评分将其分为正常认知功能组（NC 组）51 例和 MCI 组 73 例。通过颈动脉超声多普勒

检测两组患者的颈总动脉、颈动脉窦、颈内动脉 IMT，并比较分析其与 MoCA 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NC 组颈总动脉 IMT 低于 MCI 组（P<0.05），两组患者颈动脉窦、颈内动脉 IMT 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颈总动脉 IMT 增厚（IMT≥1mm）组 MoCA 评分明显低于颈总动脉 IMT

正常组（IMT<1mm）［分别为 22（19,25）分和 25（22,27）分，P=0.006］。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显示，MoCA 评分仅与颈总动脉 IMT（B＝－0.133，P＝0.035）及年龄（B＝－0.008，P＝

0.002）呈负相关。 

结论  T2DM 患者颈总动脉 IMT 与认知功能之间呈负相关，颈总动脉 IMT 越厚、年龄越大，认知功

能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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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0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直接胆红素与尿微量白蛋白的相关性研究 

 
王坤伟,黄新梅,吴跃跃,丁和远,徐炯,盛励,查兵兵,王芳,陈灶萍,孙田歌,刘军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正常范围内血清直接胆红素(DBIL)与尿微量白蛋白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 1 12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

床资料。将 DBIL 按四分位数分为 Q1 组(<2.5μmol/L)、Q2 组(2.5～<3.4μmol/L)、Q3 组(3.4～

<4.3μmol/L)、Q4 组(≥4.3μmol/L)，分析血清 DBIL 水平与尿白蛋白与肌酐比值（ACR）的相关

性。 

结果  随着 DBIL 水平降低，ACR 水平显著升高(P<0.05)。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DBIL 与糖尿病

病程、肌酐（Cr）和 ACR 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且均与性别无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DBIL 是 ACR 独立影响因素(β 值为-0.248，P<0.01)。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性别、年

龄、糖尿病病程、体重指数（BMI）、收缩压（SBP）、糖化血红蛋白（HbAlc）、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Cr、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吸烟和饮酒因素后，Q1 组发生微量白蛋白尿和显性白蛋白尿的危险性分别是 Q4 组的 1.543 倍

（95％CI：1.150～2.071，P<0.01)和 3.534 倍（95％CI：1.597～7.818，P<0.01)；Q2 组发生微

量白蛋白尿和显性白蛋白尿的危险性分别是 Q4 组的 1.364 倍（95％CI：1.018～1.926，P<0.05)

和 2.068 倍（95％CI：1.029～4.601，P<0.05）。以 ACR 30mg/g 和 300mg/g 为分界值，分别行

DBIL 与 ACR 的 ROC 曲线所得 DBIL 的最佳切点值分别为 3.45μmol/L 和 2.75μmol/L。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正常范围内血清 DBIL 与尿微量白蛋白密切相关，可能是 2 型糖尿病肾病的

独立保护因素。 

 
 

PU-0651 

白细胞介素-32 与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于志艳,黄新梅,张瑞,杨敏,吴跃跃,刘军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白细胞介素-32（IL-32）在血清、胎盘、皮下脂肪及大网膜脂肪组织内的表达，探讨 IL-

32 与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系。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42 例妊娠期糖尿病和 38 例正常血糖的孕妇血清 IL-32

含量，并通过实时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胎盘、皮下脂肪及大网膜脂肪组织

内 IL-32mRNA 相对表达水平。两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1）GDM 血清内 IL-32 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2）GDM 组胎盘组织、大网

膜脂肪组织内的 IL-32mRNA 相对表达量比正常组增加了 1.32 倍和 1.66 倍，差别具有显著的统计

学差异（P< 0.01），但两组产妇的皮下脂肪组织内的 IL-32mRNA 表达量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3.78 vs 3.61，P>0.05）。 

结论  GDM 患者血清、胎盘、大网膜脂肪组织内 IL-32 的高表达可能参与了 GDM 的发病，而皮下

脂肪组织内 IL-32 没有参与 GDM 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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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2 

妊娠糖尿病患者妊娠期间中凝血功能随访及临床意义 

 
刘梦,刘军,黄新梅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孕产妇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凝血功能是临床化验检测中的常见指

标。本研究随访并探讨了 GDM 患者凝血功能各参数指标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入选了 16 例 GDM 患者和 16 例正常对照（C）组孕妇，检测了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

（FIB），并在孕中期和孕晚期进行了随访。 

结果  GDM 组孕 12-16 周 PT、APTT、INR 水平显著低于与 C 组（P＜0.05），在孕 36-40 周，对

于 GDM 孕妇 FIB 显著高于 C 组（P＜0.05）。 

结论  GDM 患者孕中期比正常妊娠女性处于更高凝状态，孕晚期出现凝血功能的减退。 

 
 

PU-0653 

妊娠期亚临床甲减的临床分析及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的效果观察 

 
吴跃跃,陈琳,黄新梅,孙田歌,刘军,杨敏,张瑞,徐炯,盛励,陈灶萍,王芳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亚临床甲减对妊娠结局及围产儿的影响及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作用的临床观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我院分娩的妊娠期亚临床甲减 216 例，其中 166

例给予甲状腺素替代治疗，妊娠期甲减 69 例，随机选取同期分娩的正常孕妇 406 例作为对照，分

析各组孕妇妊娠结局及围产儿的情况。 

结果  各组在年龄、胎数、妊娠期高血压的患病率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然而各组在体重、

首次查甲状腺功能的孕周、妊娠期糖尿病患病率、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方面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5）。妊娠期亚临床甲减未治疗的及治疗的分别与对照组相比在早产、Apgar 评分、出生低

体重、新生儿畸形、先天性甲减方面未见显著差异（P>0.05）；进一步分析妊娠期亚临床甲减治

疗与未治疗之间在妊娠结局及围产儿方面同样未见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妊娠期亚临床甲减对妊娠结局及围产儿未见明显影响。甲状腺素替代与否在妊娠期亚临床甲

减的妊娠结局及围产儿方面也未见明显差异。 

 
 

PU-0654 

糖耐量变化与降糖药物对社区中老年人中长期 

非意向性体重减轻的影响：2 年随访研究 

 
吴跃跃,刘军,徐炯,陈灶萍,盛励,黄新梅,顾勇,洪洋,韩晓洁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糖耐量变化及降糖药物对社区中老年人中长期非意向性体重减轻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09 年在我院体检中心完成健康体检并于 2010 年完成随访的中老年人 2861 例，比较

分析其基线及 2 年后的体重、糖代谢指标及一般资料，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社区中老年人非意向

性体重减轻的危险因素。 

结果  2 年后，21.7%中老年人体重减轻，17.3%体重增加，61.0%体重稳定，9.6%新出现糖尿病，

22.4%新出现糖耐量异常（IGT），3.4%新出现空腹血糖调节受损（TFG）；2.5%IGT 患者糖耐量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467 

 

恢复正常，2.0%IFG 患者空腹血糖恢复正常，60.1%糖耐量维持不变者。3 年内服用降糖药物史：

双胍类（5.6%），磺脲类（12.7%），氨基酸衍生物（0.3%），阿卡波糖（4.8%），噻唑烷二酮

类（TZDS）（1.1%），胰岛素（1.8%，中成药（2.6%）。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发糖尿

病 （ OR ＝ 1.45 ， 95%CI1.07~1.97 ， P=0.018 ） 、 阿 卡 波 糖 服 用 史 （ OR ＝ 1.56 ，

95%CI1.00~2.46，P=0.051）是社区中老年人非意向性体重减轻的危险因素。 

结论  新发糖尿病及阿卡波糖服用史是社区中老年人中长期非意向性体重减轻的危险因素。 

 
 

PU-0655 

糖尿病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8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黄新梅,刘军,陈灶萍,徐炯,査兵兵,盛励,孙田歌,杨敏,丁和远,张瑞,吴跃跃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8（IL-38）的表

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9 月因慢阻肺急性加重收住我院呼吸内科的患者 136 例，分为单纯 COPD

组(PCOPD)、COPD 合并冠心病组(CCOPD)和 COPD 合并糖尿病组(DMCOPD)，并于同一时期随

机选取 50 岁以上健康体检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C），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法检测受试者血清 IL-38 水平，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测血清 IL-38 水平与各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疾病组血清 IL-38 水平(82.1±25.8)μg/L 显著高于 C 组(42.3±17.9)μg/L，(P<0.05)；CCOPD

组 血 清 IL-38 水 平 (92.4±27.1)μg/L 高 于 PCOPD 组 (76.9±23.5)μg/L ， 及 DMCOPD 组

(81.3±26.6)μg/L (均 P <0.05)；疾病组血清 IL-38 水平与 BMI 呈正相关(r＝0.453，P＝0.007)；与

CRP(r＝－0.489，P＝0.039)、FIB（r＝－0.653，P＝0.003）、D-D（r＝－0.520，P＝0.027）呈

负相关。 

结论  IL-38 可能可作为评价慢阻肺患者全身炎症反应急性加重的血清学指标之一，血清 IL-38 水平

作为抑制炎症反应因子在 COPD 相关性炎症疾病中呈代偿性升高。 

 
 

PU-0656 

小檗碱上调 3T3-L1 前脂肪细胞 miRNA-27a 

和 miRNA-27b 的功能学研究 

 
吴跃跃,黄新梅,刘军,查英,陈灶萍,王芳,徐炯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小檗碱对脂肪细纺细胞脂质合成与分解的影响。 

方法  观察小檗碱干预 3T3-L1 前脂肪细胞后对的脂质合成及分化基因表达的影响，并探讨了

miRNA-27a 和 miRNA-27b 表达水平的改变及其作用。 

结果  本研究证实小檗碱可以抑制前脂肪细胞的脂质合成及分化，与此同时小檗碱显著增加了

miRNA-27a 和 miRNA-27b 的表达水平。miRNA-27a 和 miRNA-27b 进行基因过表达处理后，可以

增加小檗碱抑制 3T3-L1 前脂肪细胞的分化及减少细胞内的脂质含量的作用。采用 siRNA 干扰两者

的表达后，小檗碱抑制 3T3-L1 前脂肪细胞的分化及减少细胞内的脂质含量的作用明显减弱。最后

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的方法明确过氧化物酶增殖体受体 γ（PPAR-γ）是 miRNA-27a 的调控

靶点。 

结论  小檗碱通过上调 miRNA-27a，miRNA-27a 作用于靶基因 PPAR-γ，抑制 PPAR-γ 的活性，

从而抑制了前脂肪细胞的分化及减少细胞内的脂质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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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7 

糖尿病教育门诊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王金梅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糖尿病护理门诊在对糖尿病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糖

尿病护理门诊的 所有患者共 150 例作为实验组，符合人选标准的 1465 例未参加糖尿病护理门诊的

Ⅱ型糖尿病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间 血糖监测控制指标、糖尿病相关知识达标率及病人满意

度。结果实验组血糖监测控制指标、糖尿病相关知识达标率及病人满意 度均高于对照组。结论糖

尿病护理门诊的形式有助于“个体化”的护理指导，提高患者糖尿病健康教育水平，减少血糖波动，

是一 种值得推广的健康教育方式。 

方法  研究方法：我院的糖尿病护理门诊配备专职糖尿病护师，采取一对 一的教育形式，针对患者

的具体情况给予健康指导，使他们 逐步形成良好的健康理念。它为患者建立糖尿病健康档案， 制

定个体化教育。每周开办糖尿病讲座，患者可以免费参加， 指导患者正确注射胰岛素，血糖的自

我监测，诺和笔、优伴 笔、得时笔等笔式胰岛素注射器的安装及使用方法等，并能 对患者进行糖

尿病血管病变、神经病变并发症进行初步筛查。 对照组在门诊就诊时，门诊医护人员短时予以健

康指导及介 绍笔式胰岛素注射器的使用，并简要回答患者提问。  

结果  血糖控制理想患者在各组研究对象中百比 率比较，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健康教育达

标率、护 理工作满意度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随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发病率在我国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给社会带来了巨大

的危害和沉重的负担。糖尿病患者 对糖尿病健康教育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而对糖尿病 患

者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可提高患者糖尿病知识水平。提 高自我管理能力及治疗依从性，使患者

得到严格的血糖控制 及系统防治，促进血糖、血脂、体重等指标的控制，从而降 低糖尿病并发症

发生率，降低医疗费用。糖尿病患者需要 终身的健康教育，本研究提示：开设糖尿病护理门诊的

形式 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糖尿病知识水平，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及治 疗依从性，培养了健康 

 
 

PU-0658 

达格列净联合胰岛素治疗肥胖 2 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毋晶,赵岩 

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目的  探讨达格列净联合胰岛素治疗肥胖 2 型糖尿病（T2DM）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1 月于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肥胖 T2DM 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予以单纯胰岛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达格列

净治疗，两组均持续治疗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

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 c 肽、1hc 肽、2hc 肽、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酸（UA）、身体质量指数

（BMI）及胰岛素用量，并观察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FPG、HbA1c 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改善，且治疗后观察组治

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 HDL-C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个月后，TC、BMI、胰岛素用量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7.23%）与对照组（5.25%）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达格列净联合胰岛素治疗 2 型糖尿病血糖控制效果明显，可有效改善患者 BMI、血脂指标并

且减少胰岛素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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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9 

高原地区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宋康,姚勇利 

青海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糖尿病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青海地区 18 岁以上常住居民 2623 人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

血液生化相关指标的测定，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糖尿病的影响因素 

结果  青海省糖尿病患病率为 6.9%，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 6.2%，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病率男女

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有明显上升的趋

势（ P﹤0.001）。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中退休人员分别高达 19.42%和 14.08%。文化程度

越低、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病率越高（P<0.05）。超重者糖尿病前期患病率达 9.61%。肥胖者

糖尿病患病率达 13.2%。糖尿病的知晓率为 53%，以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7.0%为血糖达标标准，青

海省糖尿病患者血糖达标率为 38.5%。以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6.5%为血糖达标标准，青海省糖尿病

患者血糖达标率为 27.1%。收缩压和低密度脂蛋白是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高原地区居民的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糖尿病的知晓率及控制

率仍很低，故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降低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PU-0660 

一例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胫前大面积溃疡的护理干预 

 
郭馨,朱凌云,范玲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胫前大面积溃疡的不同于传统清创换药的过程。其治疗周期

长，疗效差，复发率高，创面处理难度大。 

方法  伤口处理：碘伏消毒，前 3 天 3%氯化钠纱布覆盖，全程减压，渗液明显减少。第三天胫前

红肿消退、紫绀颜色较前变暗，皮温正常,少量渗液，50%皮肤已干燥，碘伏消毒后易孚、孚诺交

替涂抹、含银离子油纱敷料加康复新液纱布覆盖，纱布包扎固定。血糖 4.6-7.5mmol/L,Hb104g/l。

第 5-9 天双下肢水肿消退，左胫前 75%皮肤已结痂。第 12 天左胫前皮肤全部结痂，有部分新生组

织，第 3-14 天均用含银离子油纱敷料加康复新液纱布覆盖，纱布包扎固定。 

结果  胫前溃疡 2 周完全愈合，皮温正常。 

结论  3%氯化钠与新型敷料在糖尿病患者胫前大面积溃疡中先后应用，减轻患者换药时的疼痛，减

少伤口的二次损伤，换药次数明显少于传统敷料，创面愈合的有效率和治愈率均明显高于传统组。 

 
 

PU-0661 

全院血糖管理对非内分泌科住院高血糖患者的应用价值研究 

 
田勇,董其娟,于江红,杨敬随,杨雪 

郑州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全院血糖管理模式对非内分泌科住院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效果的影响，并为该类患者的

血糖管理模式优化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我院开展全院血糖管理前非内分泌科住院高血糖患者 800 例作为对照组,选择我院全院血

糖管理开展后非内分泌科住院患者 800 例作为观察组，所有患者均按照收治科室及病种临床路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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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治疗，均行糖尿病髙危因素筛査及统一标准的血糖监测,符合纳入全院血糖管理模式者均由内分

泌科医师参与患者血糖管理流程并协助实施患者的血糖控制管理 ,对患者进行风险评估、血糖监

测、降糖方案、医嘱开具进行指导,非内分科和内分泌科间的联络工作由全院血糖管理小组的联络

护士执行。比较两组患者实际住院时间、治疗费用与临床路径中明确的住院时间、治疗费用间的差

异及两组间实际住院时间、治疗费用差异,比较两组患者切口愈合时间、患者对治疗满意度、两组

患者中血糖达标时间。综合评价全院血糖管理模式对非内分泌科高血糖住院患者的应用价值。 

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体质量指数(BMI)、糖尿病髙危因素占比情况、疾病类别、治疗

方式、手术治疗患者手术时间、临床路径明确的平均住院时间及费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实际住院时间、治疗费用明显低于临床路径明确及对照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与

费用(P<0.05),对照组实际住院时间和费用与临床路径确定时间与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中手术治疗患者手术切口愈合时间及血糖达标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患者对治疗满意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 

结论  全院血糖管理模式对于非内分泌科住院患者血糖管理效果较常规路径治疗患者具有明显的优

势，提升了患者治疗质量，降低患者的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PU-0662 

CRISPR/Cas9 在糖尿病领域的研究进展 

 
孙千惠 1,苏颖 2 

1.哈尔滨医科大学 

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索 CRISPR 在糖尿病诊治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 

方法  综述 

结果  CRISPR 技术已成为基因编辑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它在发现和验证药物靶标方面具有巨大潜

力，也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结论  随着 CRISPR/Cas9 技术的不断完善，它势必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对人类健康领域做出重大贡

献；另一方面，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研究者最为需要的是认真思考，制定出合理的规范, 使其发挥

出最积极的效用。 

 
 

PU-0663 

青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腰围/身高、体重指数、 

TC/HDL-C、TG/HDL-C 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分析 

 
孙榕婉,蒋升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以脂代谢及人体测量指标为切入点，以探索青年 2 型糖尿病人群胰岛素抵抗的常见预测指标

及一致性 

方法  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住院期间 14-45 岁糖尿

病患者 182 例，测量人体相关参数、检测脂代谢指标，分析各个指标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 

结果  青年 2 型糖尿病人群中，BMI、TG/HLD-C、TC/HDL-C、WtHR 越高，HOMA-IR 指数越

大。BMI、WtHR、TG/HDL-C、TC/HDL-C 对 IR 的 ROAUCs 分别为 0.768，0.720，0.671，

0.624。BMI 界值为 24.46，灵敏度为 86.00%，特异度为 60.98%；WtHR 界值为 0.525，灵敏度为

80.00%，特异度为 54.88%；TG/HDL-C 界值为 0.814，灵敏度为 73.00%，特异度为 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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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DL-C 界值为 1.584，灵敏度为 70.00%，特异度为 51.22%。通过对比，BMI 与 HOMA-IR 对

胰岛素抵抗诊断的一致性较高，Kappa 值为 0.479。 

结论  青年 2 型糖尿病人群评估胰岛素抵抗程度常见指标中，BMI 的灵敏度及特异度最高，与

HOMA-IR 的一致性也最高。 

 
 

PU-0664 

抗性糊精通过增强胰岛素信号转导改善 db/db 小鼠胰岛素抵抗 

 
胡帆,钮忆欣,屠晓芳,苏青,张洪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观察抗性糊精对 db/db 小鼠胰岛素抵抗状态的影响，并初步探索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8 周龄 db/db 小鼠 1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抗性糊精组，分别予蒸馏水和抗性糊精灌胃处理

9 周。每周检测空腹血糖（FBG）、体重，于第 8 周末、9 周末分别测定腹腔注射葡萄糖耐量试验

（IPGTT），胰岛素耐量试验（ITT）。第 9 周时处死，测定血清空腹胰岛素（FINS），计算

HOMA-IR 指数，测定血清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

脂蛋白（HDL-C）含量；实时定量 PCR 检测肝脏组织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基因 IR、IRS-1、

PI3K、Akt、GLUT-2 的相对表达量。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抗性糊精组小鼠体重下降；ITT 各时间点血糖显著降低（P＜0.05-0.001），

FBG、IPGTT 各时间点血糖值与对照组无差异；FINS 降低，HOMR-IR 下降明显（P＜0.05）；

TG、TC、HDL-C 均下降，LDL-C 显著降低（P＜0.05）；肝脏组织实时定量 PCR 示 IR、IRS-1、

Akt、Glut-2 基因表达明显增加（P＜0.05），PI3K 表达量较对照组增加，但无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抗性糊精通过增强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基因表达，改善 db/db 小鼠胰岛素抵抗，增加胰岛素

敏感性，降低体重、改善高脂血症。 

 
 

PU-0665 

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长链非编码 RNA 的异常表达 

与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 

 
王晓丽,常向云,孙侃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在多种生物学过程和复杂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2 型糖尿病

（T2D）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拟探讨 lncRNA 的异常表达在 T2D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用基因芯片的方法检测新诊断 T2D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全血样本，筛选出 T2D 组与健康对

照组间差异表达的 lncRNA 和 mRNA，用 qPCR 方法对芯片结果进行验证。用 Pathway 和 GO 分

析的方法注释目标基因。用 CNC 分析的方法构建 lncRNA-mRNA 共表达网络。 

结果  芯片表达谱数据显示，T2D 组与健康对照组间有 55 条差异表达的 lncRNA 和 202 条差异表

达的 mRNA。qPCR 验证结果与芯片结果一致。Pathway 分析和 GO 分析显示，异常表达的

mRNA 主要与免疫调节、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相关。将差异表达的 lncRNA 和 mRNA 构建 CNC 共

表达网络，发现了 10 对有共表达关系的 lncRNA-mRNA（R >0.99）。T2D 组中表达上调最明显的

3 条 lncRNA（n336109、n342533、n335556）均与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HOMA-IR 等呈正相关（P <0.05）。 

结论  本研究筛选出与 T2D 发病相关的 lncRNA 和 mRNA，并初步证实这些异常表达的 lncRNA 可

能通过调节炎症和胰岛素抵抗参与 T2D 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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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6 

外周血环状 RNA-Hsa-circ-000094 

可作为诊断 2 型糖尿病的生物 

 
叶阳 1,肖元元 2,祝超瑜 2,魏丽 2 

1.上海海洋大学 

2.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目的  探索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外周血中环状 RNA（circRNA）的差异性表达，寻找早期的

诊断标志物。 

方法  采用微阵列分析从 3 个正常人和 3 个 T2DM 患者外周血中严格筛选出数个差异表达

circRNAs。扩大样本量（对照组 20 人，糖尿病前期 20 人，2 型糖尿病 20 人），利用荧光定量

PCR（qPCR）测定，进一步筛选差异性明显的 circRNA，对确定的 circRNA 再进行扩大样本验证

（对照组 60 人，糖尿病前期 60 人，2 型糖尿病 60 人）。 

结果  微阵列分析共发现 2953 个差异表达的 circRNA，其中表达上调的为 1439 个，表达下调的为

1514 个。从表达上调的 1439 个环状 RNA 中严格筛选出 9 个差异表达的 circRNA

（ hsa_circRNA_103838 ， hsa_circRNA_103965 ， hsa_circRNA_104227 ，

hsa_circRNA_002117，hsa_circRNA_000094，hsa_circRNA_101226，hsa_circRNA_101720，

hsa_circRNA_400029，hsa_circRNA_100633）作为候选诊断标志物。 扩大样本后（n=60）Q-

PCR 结果显示 9 个 circRNA 中 hsa-circ-000094 在三组人群中差异表达最明显，通过 ROC 曲线分

析发现其具有最大曲线下面积，S 糖前期=0.8025（95%置信区间[0.6655-0.9395]，p=0.001）；

ST2DM=0.77（95%置信区间[0.624-0.916]，p=0.003）。为了进一步验证 Hsa-circ-000094 的临床

诊断能力，进行再扩大样本（n=180）实验，结果显示 Hsa-circ-000094 在三组人群中的表达具有

差异性，差异性及 ROC 曲线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S 糖前期=0.6733（95%置信区间 [0.5757-

0.7710]，P<0.001）；ST2DM=0.7231（95%置信区间[0.6327-0.8134]，P<0.001）。 

结论  外周血 hsa-circ-000094 的表达变化可以作为糖尿病前期和 2 型糖尿病诊断的标志物 

 
 

PU-0667 

血清总骨钙素是潜在的 2 型糖尿病酮症预测因子：  

骨代谢与生酮作用关联的人群证据 
 

朱冰 1,林紫薇 1,陈显英 1,Aaron M. Gusdon2,Wenjun Shen3,郑亮 4,张玲 5,孙航 1,李妍 1,朱翠林 1,李觉 4,曲伸 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美国霍普金斯医院 

3.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4.同济大学心肺血管中心 

5.苏州大学附属常州肿瘤医院 

 

目的  旨在探索骨钙素用于预测 2 型糖尿病酮症的价值 

方法  第一部分病例对照研究以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为中心，按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出 608 例

研究对象。其中病例组由 304 例由金标准确诊的 2 型糖尿病酮症患者组成，对照组由 304 例与病

例组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匹配的 2 型糖尿病非酮症患者组成。第二部分随访研究我们对 304 例对

照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随访调查，17 位患者在随访过程中发生酮症。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总骨钙

素水平与酮症风险的剂量-效应关系。利用 ROC 曲线评估随访人群总骨钙素水平鉴别酮症的敏感度

和特异度，并确定最佳阈值。根据最佳阈值将随访人群分为高低两组，利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

线比较两组患者的酮症风险函数随时间的分布差异。利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评估总骨钙素对酮症

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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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病例对照研究表明，酮症组患者的总骨钙素水平（ 8.86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

（13.13ng/ml）。矫正糖脂代谢等混杂因素之后总骨钙素水平与酮症风险呈显著负性剂量效应关

系。与最高组相比，随总骨钙素水平降低（> 15.65 ng/ml, 12.47-15.65 ng/ml, 9.95-12.47 ng/ml, 

7.28-9.95 ng/ml, < 7.28 ng/ml），酮症风险逐渐升高（OR(95%CI)分别为 2.56 (0.80-8.17), 3.71 

(0.90-15.29), 10.77 (2.63-44.15), 23.81(4.32-131.17）。随访研究中，发生酮症的患者基线总骨钙

素水平（9.43（6.63-12.00））显著低于未发生酮症的患者（13.39（10.64-16.83））。ROC 分析

表明，总骨钙素识别酮症的曲线下面积为 0.739 (95%CI 0.607 - 0.872)，最佳截断点为 11.68 

ng/ml。总骨钙素水平≤11.68 ng/ml 的患者随时间的累积酮症风险显著高于总骨钙素水平＞11.68 

ng/ml 的患者（Log Rank: 12.398, P = 0.0004）。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表明，总骨钙素是酮症风

险的独立预测指标（HR（95%CI）：0.668 (0.460 - 0.971), P = 0.034） 

结论  血清总骨钙素是 2 型糖尿病酮症发病风险的独立预测因子，血清总骨钙素水平越低，2 型糖

尿病患者发生酮症的风险越高，预测的最佳阈值为 11.68 ng/mL。该研究为骨代谢与酮体生成直接

关联这一新思路提供了人群方面的证据 

 
 

PU-0668 

老年 2 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病原菌分布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欧倩滢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老年 2 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患者的病原菌种类及其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为老年 2 型糖

尿病合并败血症患者早期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 55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患者的临床资

料。 

结果  55 例患者院内感染 15 例，占 27%；共分离出病原菌 55 株，共 22 种病原菌；G-菌败血症较

G+菌败血症更多见；G-菌败血症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G+菌败血症以葡萄球菌属为

主，其中以耳葡萄糖球菌、金黄色葡萄糖球菌多见；常见 G-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头孢哌酮/

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西丁、阿米卡星及米诺环素耐药性较低，对头孢唑林、氨苄西

林、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复方新诺明的耐药性较高；常见 G+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

宁、莫西沙星、阿米卡星耐药性较低，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四环素的耐药性

较高。 

结论  老年 2 型糖尿病合并败血症患者院内感染比例高，以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为主，主要为大肠埃

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可经验性选用碳青霉烯类、含酶抑制剂的头孢三代或广谱青霉素类抗菌药物

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PU-0669 

口服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有助于纠正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低钠血症 

 
郑方遒,邱明才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口服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对于纠正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低钠血症的有效性。 

方法  53 例（男 23 例，女 30 例）住院老年（>60 岁）2 型糖尿病患者，入院次日空腹取血测定电

解质、血糖、肾功能、糖化血红蛋白。留 24 小时尿测尿皮质醇。按血钠>136mmol/L 定义为正常

血钠组（n=26），血钠≤136mmol/L 定义为低钠血症组(n=27)。低钠血症组又随机分为低钠血症治

疗组(n=15)和低钠血症对照组(n=12)。所有患者均皮下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低钠血症治疗组给予

小剂量泼尼松 5～10mg/d，疗程 1 周。低钠血症组治疗后再次测定血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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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正常血钠组和低钠血症组的患者年龄，BMI，病程，HbA1c，血 Cr 经统计分析无显著

差 异 （ 70.31±6.87y ， vs68.90±6.07y ； 23.43±4.19kg/m2 ， vs 24.17±3.26 kg/m2 ；

114.66±86.30m，vs 127.30±73.86m；7.66±2.21%，vs 8.91±3.10%；81.85±32.84μmol/l，vs 

88.20±42.81μmol/l。P>0.05）。（2）治疗前所有老年糖尿病患者血钠水平与 24 小时尿皮质醇呈

显著负相关(r=-0.28,P<0.05,n=53)。（3）低钠血症组 24 小时尿皮质醇显著高于正常血钠组

（118.37±82.06mg/24h，vs 73.80±29.32mg/24h，P<0.05）。（4）低钠血症治疗组口服小剂量

强的松后血钠水平显著升高（132.12±2.93mmol/L，vs 136.64±3.6mmol/L，P<0.05）。而低钠血

症对照组的血钠水平也有所升高（132.08±5.14 mmol/L，vs 135.42±6.07 mmol/L，P>0.05），但

治疗前后差异无显著性。 

结论  老年糖尿病患者血钠水平与肾上腺皮质功能有关。老年糖尿病患者低钠血症可能存在肾上腺

皮质激素的相对不足。给予口服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有助于纠正老年糖尿病患者低钠血症。 

 
 

PU-0670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分析 

 
张路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 T2DM 患者合并 OP 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与 BMD 的关系。 

方法  记录 422 例临床确诊的 T2DM 患者（男性均≥50 岁，女性均已绝经）的性别、年龄、女性绝

经年限、糖尿病病程等，测量身高、体重，计算 BMI，并对全部患者进行焦虑抑郁倾向评估，检测

血钙、血磷、血尿酸、血脂、FBG、PPG、HbA1c、UFC 等代谢指标，应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测

量正位第 1-4 腰椎、左侧髋关节、股骨颈 BMD。依据 OP 诊断标准将所有入选患者分为 3 组：N1

组（骨量正常，154 例），N2 组（骨量减少，151 例），N3 组（骨质疏松，117 例）。应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秩和检验、卡方检验、Pearson 和 Spearman 相关

性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3 组间 HbA1c、血钙、血磷、血脂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N1 组年龄、女

性绝经年限、24hUFC 均明显低于 N3 组（P＜0.05）。N1、N2 组 FBG、PPG 水平及存在焦虑抑

郁倾向者的比例均明显低于 N3 组（P＜0.05）。N1 组糖尿病病程明显低于 N2、N3 组（P＜

0.05），BMI、血尿酸及各部位 BMD 水平均明显高于 N2、N3 组（P＜0.05），除 N2 组各部位

BMD 显著高于 N3 组外（P＜0.01），上述其余指标在 N2、N3 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 

（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部位 BMD 与年龄、女性绝经年限、糖尿病病程、FBG、PPG、

24hUFC 均呈明显负相关（P＜0.05），与血尿酸呈明显正相关（P＜0.05）。腰椎 BMD 与 BMI 均

呈明显正相关（P＜0.05），与存在焦虑抑郁倾向呈明显负相关（P＜0.05）。髋关节 BMD 与 BMI

呈明显正相关（P＜0.05）。股骨颈 BMD 与存在焦虑抑郁倾向呈明显负相关（P＜0.05）。 

（3）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性别、年龄、女性绝经年限、糖尿病病程、PPG、

24hUFC、焦虑抑郁倾向是促使 T2DM 患者发生 OP 的危险因素，而 BMI、血尿酸则是抑制 OP 发

生的保护因素。 

结论  在 T2DM 患者中，年龄大、绝经期女性、绝经时间长、糖尿病病程长、体重偏低、餐后血糖

高、血尿酸正常偏低水平、皮质醇高水平、存在焦虑抑郁倾向均是 OP 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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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1 

碧萝芷®调控肝细胞胰岛素抵抗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的 研究 

 
王艺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糖尿病患者大幅度增加，已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肝脏是重要的糖脂代谢

器官，2 型糖尿病患者往往伴随着肝脂肪变性，这与 2 型糖尿病主要发病机制胰岛素抵抗密切相

关。碧萝芷是法国沿海松树皮提取物，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和抗炎性，已有临床试验证明其可改善

糖尿病及其它代谢性疾病症状，但潜在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拟通过碧萝芷处理小鼠肝细胞胰岛素

抵抗模型，来检测其对于糖原合成、糖异生、糖酵解及胰岛素信号通路的影响，探究其对糖代谢的

作用及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AML12 小鼠肝细胞给予 OA 处理 24 小时以建立胰岛素抵抗模型，PYC 处理 24 小时后，通

过检测培养基上清剩余葡萄糖含量及 PAS 染色评估 PYC 改善糖代谢情况；RT-PCR 检测糖异生及

糖酵解相关基因 mRNA 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 PYC 对胰岛素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1.PYC 可增加小鼠肝细胞的葡萄糖消耗量。PYC 处理 AML12 小鼠肝细胞胰 24 小时后，培养

基上清葡萄糖剩余含量 PYC 实验组明显减少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PYC 可促进小鼠肝细胞内糖原的合成。PYC 处理小鼠肝细胞 24h 后，PAS 染色显示 PYC 实验

组糖原含量增加，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PYC50+OA 实验组 P-GSK3 的表达明显增高且有统计

学意义（P<0.05）。 

3.PYC 可增加小鼠肝细胞中糖酵解关键酶 PKLR 基因表达。RT-PCR 检测显示 PYC 处理组糖酵解

mRNA PKLR 表达增加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 

4.PYC 可增加 AKT 的活性蛋白水平。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胰岛素添加组中蛋白表达均较胰岛

素未添加组明显增加。胰岛素添加组中 PYC10+OA、PYC50+OA 实验组 P-AKT/AKT 表达明显增

加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YC 通过活化 AKT 来增加 PKLR 基因的表达促进糖酵解，同时失活 GSK3 增加细胞内糖原

的合成，通过以上分子机制改善小鼠肝细胞的胰岛素抵抗，进而影响糖代谢。 

 
 

PU-0672 

Exenatide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9 个队列研究 824 名患者的 meta 分析 
 

王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 exenatide 对胰岛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方法  我们对此进行 meta 分析，通过应用 exenatide 控制血糖，将 HOMA -β 和 HOMA-IR 作为结

局指标，来研究 GLP-1 对胰岛功能的影响。我们检索 PubMed、embase、Chcorane clinical 

trial、the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从建库到 2018.4.15 的相关队列研究，应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s (WMDs) 和 95% confdence intervals (CIs)。共纳入 9 个临床研究，

824 名患者。 

结果  GLP-1 对 HOMA beta 的影响 WMD (95% CI) =7.571（-2.252,17.395），P=0.131。异质性

检验 I2=66.5%，P=0.018，提示存在异质性。 

GLP-1 对 HOMA IR 的影响 WMD(95% CI)=-1.339（-2.166，-0.512），P=0.002。异质性检验

I2=95.7%，P=0.000，提示存在异质性。 

结论  与对照组相比，GLP-1 明显改善 HOMA-IR   ，然而， GLP-1 没有明显改善 HOMA-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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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3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男性患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 

 
曹琳,郑仁东,刘克冕,胡咏新,许娟,刘超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观察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男性患者

性激素水平的变化。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本科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112 例，按照 2 型糖尿病诊断标

准及 NAFLD 定义，分为 2 型糖尿病合并 NAFLD 组(54 例)，2 型糖尿病无 NAFLD 组(58 例)，所有

患者测定腰围、体重指数、糖脂代谢指标、性激素及转氨酶水平，比较两组间差异。 

结果   与 2 型糖尿病非脂肪肝组患者相比，合并脂肪肝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

[（8.75±2.58）mmol/L vs （7.79±1.89 mmol/L）]、餐后 2h 血糖[（18.12±3.95） mmol/L vs

（15.63±3.89） mmol/L）]、HbA1C[（11.96±4.85） vs（10.05±4.15）%明显增高] (P<0.05)，并

且总胆固醇[（4.97±1.02） mmol/L vs（4.15±0.92）mmol/L]、甘油三酯[（2.74±2.25）mmol/L vs

（2.01±1.45）mmol/L]、体重指数[（27.34±3.93）kg/m2 vs （22.38±3.39）kg/m2]、空腹胰岛素

[（6.18±4.21）uIU/mL vs（9.62±5.80）uIU/mL]、餐后胰岛素 [（31.72±42.27）uIU/mL vs 

（72.71±109.70）uIU/mL] 水平明显增高(P<0.05)，而性激素中总睾酮[（18.21±6.14） nmol/L vs 

（14.18±6.39）  nmol/L]、游离睾酮 [（0.39±0.08）  ng/dL vs （0.32±0.03）  ng/dL]显著下降

(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 NAFLD 组患者更容易发生脂代谢紊乱，肥胖患者比例增加，睾酮水平下降明

显 

 
 

PU-0674 

血小板/淋巴比值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郭雯,李杰,欣冰 

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目的  探讨血小板/淋巴比值（PLR）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院内分泌科抢救治疗的 DKA 患者 60 例，其中经治疗后幸存者为 DKA 存活组（共 36

例），经抢救无效死亡者为 DKA 死亡组（共 24 例），同时选取 2 型糖尿病患者 40 例为对照组，

记录研究者一般资料，并抽取静脉血测定血常规、血糖、肝功能、肾功能等，根据血常规结果计算

PLR。 

结果  DKA 死亡组 PLR 高于 DKA 存活组和对照组，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年龄、有无感染诱因、

Glasgow 昏迷评分、合并其他器官功能障碍、PLR、机械通气和乳酸均是影响 DKA 预后的因素，

其中 PLR 的 OR 值为 2.887(95% CI 1.745-4.256)；ROC 曲线分析结果提示 PLR 的 AUC 为

0.813(95%CI 0.742-0.868)，当 PLR 评估 DKA 患者预后的最佳切点值取 190.18 时，灵敏度为

80.60%，特异度为 67.50%。 

结论  PLR 与 DKA 的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迅速判断患者预后的一项灵敏指标。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477 

 

PU-0675 

中性粒细胞/淋巴比值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预后的关系 

 
郭雯,李杰,欣冰 

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淋巴比值（NLR）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内分泌科抢救治疗的 DKA 患者 60 例，其中经治疗后幸存者为 DKA 存活组（共 36

例），经抢救无效死亡者为 DKA 死亡组（共 24 例），选取同期我院内分泌科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40 例为对照组，比较各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生化指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 DKA 的危险因

素，采用 ROC 确定使用 NLR 评估 DKA 预后的最佳切点值。 

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感染[OR=1.892(95% CI1.212-2.576),P=0.025]、Glasgow 昏迷评分

[OR=0.481(95% CI 0.311-0.684),P=0.011]、合并其他器官功能障碍 [OR=3.472(95% CI2.113-

5.086),P=0.001]、NLR [OR=2.584(95% CI1.982-4.013),P=0.003]和机械通气 [OR=4.893(95% 

CI2.662-6.749,P<0.001]均是影响 DKA 预后的因素；ROC 曲线分析结果提示 NLR 的 AUC 为

0.811(95%CI 0.749-0.874)，当 NLR 评估患者预后(存活/死亡)的最佳切点值取 5.82 时，灵敏度为

81.30%，特异度为 68.50%。 

结论  NLR 与 DKA 的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迅速判断患者预后的一项灵敏指标。 

 
 

PU-0676 

上海崇明地区中老年人群糖代谢异常的调查 

 
张英,张洪梅,秦利,杨震,苏青 

上海市新华医院 

 

目的  了解上海市崇明地区中老年人群的糖代谢情况。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崇明区 8 个城镇社区和 4 个农村社区 10060 例常住居民进行横断

面调查，其中 40～70 足岁的常住居民为 9913 例。 

结果   9913 例中，男性 3218 例（32.46%），平均年龄（57.67±7.54）岁；女性 6695 例

（67.54%），平均年龄（55.37±7.82）岁。糖尿病（DM）、单纯空腹血糖升高（iIFG）、单纯糖

耐量异常（ iIGT）、IFG 合并 IGT(IFG+IGT)的患病率分别为 25.57%（2535/9913）、9.27%

（919/9913）、15.90%（1576/9913）、9.32%（924/9913）。糖尿病前期（PreDM）患病率为

34.49%（3419/9913），糖代谢异常患病率高达 60.06%（5954/9913）。本调查中 iIGT 是

PreDM 的主要形式，占 46.1%。男性 iIFG、IFG+IGT、DM 的患病率高于女性，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但男性 iIGT 的患病率低于女性（P＜0.05）。IFG+IGT、DM 的患病率随年龄

增长而升高（P＜0.05），但 iIFG、iIGT 患病率与年龄无关联（P＞0.05）。随着文化程度的升

高， iIFG、IFG+IGT、DM 的患病率呈下降趋势（P＜0.05）。本次调查中糖尿病知晓率仅为

38.9%（985/2535）。糖尿病知晓率无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知晓率增高。不同文化

程度的知晓率不同，大专或大专以上人群比大专以下人群的知晓率更高（P＜0.05）。已知糖尿病

中，HbA1c＜7.0%达标率为 49.0%，空腹血糖控制率为 29.8%，非空腹血糖控制率为 25.0%，空

腹、非空腹血糖均得到控制的比例 18.3%，空腹、非空腹血糖、糖化均得到控制的比例仅为

17.1%。男性、女性的各项血糖控制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各项血糖

控制率均下降（P＜0.05）。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各项血糖控制率均呈下降趋势（P＜0.05）。

新诊断糖尿病中，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为 322 例，占 20.8%；单纯 OGTT2h 血糖升高的为 609

例，占 39.3%；空腹血糖、OGTT2h 血糖均升高的为 619 例，占 39.9%。 

结论  上海崇明地区中老年人群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较高，但糖尿病知晓率较低，已诊断糖尿病患

者的血糖控制情况不佳，迫切需要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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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7 

糖尿病并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危险因素临床病例回顾性分析 

 
王宁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从 2009.10～2012.10 于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4788 例糖尿病患者病例，对比多项暴露因

素及相关理化检查结果，明确 DLASO 的危险因素。 

  

方法  检索及查阅 4788 例 DM 病例，结合症状、体征，彩超确诊为 DLASO 者 476 例，选取其中

资料相对完整的 305 例作为观察组，并从同期住院的无 LASO 的糖尿病患者病例中随机抽取 305 

例作为对照组。进行回顾性对照分析，比较二者的年龄、糖尿病病程、吸烟史、饮酒史、体重指

数、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UA、血肌酐、血尿素、CRP、双侧 ABI 数值等指标间差

异，采用相应的统计学分析。并对 DLASO 组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 CHOL、TG、HDL-C、LDL-C 

情况及女性与男性的患病年龄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2009.10～2012.10 我院内分泌科 DLASO 患病率大于 9.9%。DLASO 与 NDLASO 患者在年

龄、糖尿病病程、吸烟史、BMI、SBP、DBP、UA、CREA、UREA、双侧 ABI 等方面进行比较，

观察组上述指标异常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DLASO 组女性患病年龄高于男性。对上述指标进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中年龄、病程、吸烟、UA、SBP 进入回归方程,五项指标及相应偏回归检

验的 P 值均<0.01，回归方程的准确率 75.1%，具有统计学意。回归方程为：LogitP=-7.690+0.52 

年龄+0.128 病程+0.593 吸烟+0.002 血尿酸+0.021 收缩压。 

结论  2009.10～2012.10 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中 DLASO 患病率约大于十分之一，在诸

多研究因素中，年龄, 病程, 吸烟, SBP, UA 是 DLASO 发病的危险因素, 其中吸烟、病程及年龄与

DLASO 的发生显著相关。男性发病年龄多早于女性。 

 
 

PU-0678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内分泌科会诊情况分析 

 
王丽娟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内分泌科会诊疾病的构成特点，以便探索出提高院内内分泌代谢疾

病管理和治疗更为有效的措施，提高会诊效率。 

方法  统计分析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分泌科参与院内会诊全部病例，包括

初诊、随诊病例，不包括急诊大厅、急诊抢救、急诊留观病房病例，包括常规会诊和急诊会诊两部

分。 

结果  ①全年会诊总计 4384 人次，日均会诊 17.5 人次。共计 3636 例患者，初诊病例 3042 例

（83.66%），随诊病例 594 例（16.34%）。②会诊手术科室 1560 人次（35.58%），非手术科室

2660 人次（60.68%），重症科室 164 人次（3.74%）。③会诊疾病共 4461 次，糖代谢异常 3198

次（71.69%）居第一，其次是甲状腺疾病 944 次（21.16%），电解质紊乱 133 次（2.98%）。糖

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 3037 次（60.08%）居所有疾病首位。④手术科室、非手术科室、重症监护病

房会诊疾病中，均以糖代谢异常会诊次数最多，其次是甲状腺疾病、电解质紊乱。手术科室会诊糖

代谢异常比例（80.29%）明显高于非手术科室（67.89%），有统计学差异。⑤常规会诊疾病

3915 次（87.76%），急诊会诊 546 次（12.24%），均以糖代谢异常会诊次数最多，其次是甲状

腺疾病、电解质紊乱。糖代谢异常比例常规会诊（71.42%）与急诊会诊（73.63%）无统计学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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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次研究中，会诊疾病的整体构成以糖代谢异常疾病为首，无论手术科室还是非手术科室中

多次随诊的病例绝大多数与血糖控制不佳有关，究其原因，主要与患者教育不足、医源性高血糖、

非内分泌科医护对于糖尿病治疗知识的欠缺等有关。 

其他会诊病例，如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等，占会诊疾病总数 18.20%，所以尽管我院是相对基层

的内分泌诊疗机构，仍需努力提高除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以外的其他领域内分泌疾病诊疗水平。通

过本次研究发现，内分泌科会诊的重中之重是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的治疗，理想的血糖控制能够

减少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住院费用和住院时间，故内分泌科医生迫切需要探索出更新的糖尿病管

理模式，更好地控制血糖。而对于其他内分泌疾病的管理，内分泌科医师除需要提高自身诊疗水平

外，还需加强多学科协作，对疑难危重症病例建立多学科联合会诊，减少反复随诊，提高会诊效

率。 

 
 

PU-0679 

瑞格列奈对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林乐韦华,全会标,陈开宁,陈道雄,刘海蔚,方团育,莫泽纬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瑞格列奈对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血清真胰岛素、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的影响。 

方法  50 例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瑞格列奈组 27 例和格列齐特组 23 例，口服相应降糖药物

4 周。治疗前后测定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BG)、餐后 30mi 血糖、餐后 2h 血糖(2hPBG)、血清真胰

岛素以及空腹甘油三脂（TG）和总胆固醇（TC）水平，计算早期胰岛素分泌指数；对瑞格列奈组

治疗后(FBG)、空腹血清真胰岛素、TC、TG 改变值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治疗后两组的 FBG、餐后 30min 血糖及 2hPBG 均较前下降(P<0.05)，但两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空腹、餐后 30min 及 2h 的真胰岛素水平均较前升高

(P<0.05)；治疗后两组胰岛素分泌指数均较前升高 (P<0.05)，且瑞格列奈组高于格列齐特组

(P<0.05)。治疗后，瑞格列奈组的空腹 TG 和 TC 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而治疗后格列齐特组

的空腹 TG 和 TC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瑞格列奈组患者空腹 TC 的降低与

空腹真胰岛素分泌的增加呈正相关(P<0.05)。 

结论  瑞格列奈对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疗效较好，并有效改善早相胰岛素分泌，改善血

脂，提示其对延缓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有益。 

 
 

PU-0680 

2011 年郑州市 2 型糖尿病 

并发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 

 
任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郑州市 2011 年 2 型糖尿病并发抑郁症的患病情况，分析并探讨 2 型糖尿病并发抑郁症

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在 2011 年 9 月至 12 月对郑州市 XX 地区的 10144 例 20 周岁及以上常

住居民进行调查，实际调查 9808 例。对其中确诊的 2 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病情况进行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1）问卷调查（2）体格检查项目（3）实验室检查项目。将所有结果双录入后，使

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了解郑州市 20 岁及以上人群 2 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患病情

况，对其危险因素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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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次共调查 2 型糖尿病患者男 426 例，女 549 例；年龄 24-73 岁，抑郁症患病人数 410 

例，患病率为 42.05%。将抑郁症作为因变量，将性别、体力劳动强度、脑力劳动强度、业余活

动、糖尿病病程、糖尿病并发症数量、饮食控制、运动情况、胰岛素治疗、胰岛素治疗依从性、糖

尿病教育、FBG、HbA1c 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主效应模型中，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的变量为：性别、脑力劳动强度、胰岛素治疗、糖尿病教育、胰岛素治疗依从

性、糖尿病病程、糖尿病并发症数量、FBG、HbA1c 是 2 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郑州市 2011 年 20 岁及以上群人的 2 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患者合并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

除性别、学历、经济因素以外，脑力劳动的紧张强度、饮食控制和运动锻炼、腹部肥胖、糖尿病治

疗、血糖控制及糖化血红蛋白达标情况、血脂水平等都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

素，因此迫切针对以上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和管理，这不仅对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症的

发病率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控制 2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意义重大。 

 
 

PU-0681 

辽宁地区人群妊娠期糖尿病与线粒体基因突变的相关性分析 

 
罗晶,丁丽 

沈阳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线粒体 DNA 基因 G3316A、A3243G 和 T3394C 基因突变与辽宁地区人群妊娠期糖尿病

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PCR 一基因测序技术，对 146 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和 150 例健康对照组进行检测。对

线粒体基因位点(mtDNA3243、3316、3394)突变类型进行检测，并采用 x 检验，比较 mtDNA 突

变类型在两组间分布的差异，从而得出辽宁地区人群妊娠期糖尿病与 mtDNA 突变的相关性。 

结果  妊娠期糖尿病组中检出 G3316A 突变 7 例(4．79％)，健康对照组检出 1 例(0．67％)，两组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妊娠期糖尿病组中检出 A3243G 突变 5 例(3．42％)，健康对

照组检出 0 例，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妊娠期糖尿病与健康对照组中均未发

现 T3394C 位点的突变。发生 G3316A 突变的患者与发生 A3243G 突变的患者之间无交叉突变。 

结论  线粒体 DNA 基因 G3316A 和 A3243G 突变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有关，在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中筛查 mtNDA 基因突变是非常重要的。 

 
 

PU-0682 

上海市糖尿病流行及控制状况 

 
张星星 

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对上海全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上海的糖尿病流行与控制现，研究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

的危险因素，为上海市糖尿病预防及控制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研究队列来自于《上海市成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ITD）筛查及

评估系统》重点项目。调查对象抽取方法：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先抽取 10 个社区（涵盖城区、

郊区、城郊结合部）为调查点。共计抽取了 4024 名 18 岁至 65 岁居民为研究对象，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采集受试者基本信息，体格检查，检测血指标。 

结果  1.上海各社区 4024 名受试者中，根据 2010 年 ADA 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诊断标准，糖尿病

患病率为 8.5%，其中男性患病率为 9.6%，女性患病率 7.9%，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 34.3%,其中男

性患病率为 36.4%，女性患病率 32.6%；总人群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57.0%、

47.1%、50.3%，其中女性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 60.8%、50.0%、53.5%，男性

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 53.4%、44.4%、47.4%；郊区、城郊结合部以及城区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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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病率分别为 8.0% 、9.9% 、7.7% ，糖尿病前期患病率分别为 32.0%、33.5%、37.3% ，郊区

的知晓率（47.4%）及控制率（47.5%）均较城区及城郊结合部低；外来居民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

患病率分别为 6.0%、30.5%，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有相似的糖尿病知晓率，但外来居民糖尿病控

制率（41.9%）明显低于本地居民（51.2%）。 

2.糖尿病危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糖尿病家族史、居住区域、吸烟、超重、肥胖、腹型肥胖、高

血压、甘油三酯、职业；糖尿病前期危险因素为年龄、职业、超重、肥胖、腹型肥胖、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压、尿酸。高密度脂蛋白为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共同保护因素。 

结论  上海总人群 18-65 岁糖尿病患病率比较高；城市、郊区、城郊结合部三个区域中，城郊结合

部糖尿病患病率较高，而郊区糖尿病知晓率及控制率较低；与本地居民相比，外来居民糖尿病控制

率明显低于本地居民。 

 
 

PU-0683 

血清铁蛋白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脂代谢的关系 

 
张鹏燕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铁蛋白（serum ferritin，SF）水平与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患者脂代谢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入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且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22 例，其中男 74 例，女 48 例，年龄 52-89 岁，平均年龄（65.84±6.80）岁。记

录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身高、体重、体质指数（BMI）等一般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禁食 8-10

小时后于第二日清晨抽取静脉血测血脂、血清铁蛋白（SF）等指标。根据 SF 水平将其分为 2 组：

正常 SF 组（13 ng/mL≤SF＜150 ng/mL）和高 SF 组（SF≥150 ng/mL），采用 SPSS20.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2 组间脂代谢指标的差异，并对 SF 和各脂代谢指标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

析。 

结果  高 SF 组的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较正常 SF 组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较正常 SF 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SF 水平与 TG、TC、LDL-C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378（P＜0.05）、0.529（P＜

0.05）、0.485（P＜0.05）；SF 水平与 HDL-C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58（P＜0.05）。 

结论  SF 水平高的 T2DM 患者脂代谢紊乱更重，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可将 SF 水平作为常规检测指

标，将其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有助于改善其脂代谢。 

 
 

PU-0684 

组织活检在糖尿病结核性慢性创面诊疗中的应用 1 例 

 
张瑞,郑宏庭*,童强,王慧,张春林,王敏,周先利,徐静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目前慢性创面微生物的三种主要采集方式：拭子采集培养、针吸采集培养、组织活检采集培

养各有优缺点。其中，临床诊疗中运用最多的拭子和针吸采集培养面对某些特殊微生物感染时，其

阳性检出率较低，因此组织活检采集培养被认为是慢性创面微生物采集培养的“金标准”。但由于其

价格昂贵，且对检验室和检验人员要求高以及可能加重患者的潜在心理负担等因素，临床实际工作

中，创面组织活检很少作为常规开展，这可能使糖尿病结核性慢性创面的漏诊率、误诊率极高。因

此，糖尿病慢性创面患者中的结核性创面有可能被我们忽视了，选取何种微生物采集方式提高它的

早期精确诊断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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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位既往有“结核”病史的 70 岁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因“发现右肋部暗红色肿块 7 月，破溃

流脓 2 月”到我院就诊。患者之前常规治疗无效，入院后在该患者的慢性创面部位取组织活检行病

理检查、TE 结核直接检测（荧光 PCR）、TB-RNA 扩增检测。 

结果  组织活检行病理检查示：真皮化脓性肉芽肿性炎；TE 结核直接检测（荧光 PCR）示：阳性

（中量）、TB-RNA 扩增检测示：阳性。通过以上检测结果等确诊该糖尿病患者的慢性创面感染实

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结论  我们并不主张在糖尿病慢性创面的临床诊疗过程中全面推广组织活检，但我们建议，既往有

结核病史或正在合并结核病的糖尿病慢性创面患者，应该考虑在创面部位取组织活检，提高特殊微

生物检出率，尽早明确诊断，避免误诊和漏诊。 

 
 

PU-0685 

糖尿病结核性慢性创面诊疗中组织活检的临床应用 1 例 

 
张瑞,郑宏庭*,童强,王 慧,王敏,周先利,徐静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目前慢性创面微生物的三种主要采集方式：拭子采集培养、针吸采集培养、组织活检采集培

养各有优缺点。其中，临床诊疗中运用最多的拭子和针吸采集培养面对某些特殊微生物感染时，其

阳性检出率较低，因此组织活检采集培养被认为是慢性创面微生物采集培养的“金标准”。但由于其

价格昂贵，且对检验室和检验人员要求高以及可能加重患者的潜在心理负担等因素，临床实际工作

中，创面组织活检很少作为常规开展，这可能使糖尿病结核性慢性创面的漏诊率、误诊率极高。因

此，糖尿病慢性创面患者中的结核性创面有可能被我们忽视了，选取何种微生物采集方式提高它的

早期精确诊断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临床问题。 

方法  一位既往有“结核”病史的 70 岁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因“发现右肋部暗红色肿块 7 月，破溃

流脓 2 月”到我院就诊。患者之前常规治疗无效，入院后在该患者的慢性创面部位取组织活检行病

理检查、TE 结核直接检测（荧光 PCR）、TB-RNA 扩增检测。 

结果  组织活检行病理检查示：真皮化脓性肉芽肿性炎；TE 结核直接检测（荧光 PCR）示：阳性

（中量）、TB-RNA 扩增检测示：阳性。通过以上检测结果等确诊该糖尿病患者的慢性创面感染实

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结论  我们并不主张在糖尿病慢性创面的临床诊疗过程中全面推广组织活检，但我们建议，既往有

结核病史或正在合并结核病的糖尿病慢性创面患者，应该考虑在创面部位取组织活检，提高特殊微

生物检出率，尽早明确诊断，避免误诊和漏诊。 

 
 

PU-0686 

贵阳市中老年人群肝脏酶学与糖代谢 异常关系的横向研究 

 
马琳,张淼,张巧,彭年春,胡颖,时立新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贵阳市中、老年人群中，丙氨酸转氨酶(ALT)、γ-谷氨酰转肽酶(GGT)、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与空腹血糖受损(IFG)、糖耐量减低（IGT）和新发糖尿病(NOD)的关系。 

方法  于 2011 年 3 月至 8 月选取贵阳市云岩区居住 5 年以上、年龄 40 岁及 40 岁以上的常驻居民

共 10140 例，检测丙氨酸转氨酶(ALT)、γ-谷氨酰转肽酶(GG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血糖、血

脂等血清学指标。对 ALT、GGT、AST 从低到高按四分位间距分组(Q1 到 Q4)，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3 种转氨酶水平与 IFG、IGT、NOD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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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在校正了年龄、糖尿病家族史、吸烟史、饮酒史、是否规律运

动、体重指数(BMI)、腰围、臀围、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后，

在男性中：ALT 最高组（Q4 组）NOD 风险增加[OR=2.806（1.362-5.782）]； GGT 最高组（Q4

组）IGT[及 NOD 风险均增加[分别为 OR=1.939(1.223～3.073)；OR=2.244（1.099-4.582]，在女

性中：ALT 最高组（Q4 组）IGT 及 NOD 风险均增加[分别为 OR=1.310（1.035-1.658）；

OR=1.567（1.030-2.383）]；GGT 最高组（Q4 组）IGT[及 NOD 风险均增加[分别为 OR=1.492

（1.170-1.901）；OR=1.941（1.233-3.053）]。无论性别，ALT、GGT、AST 与 IFG 均无相关性

（均 P>0.05）。 

结论  在贵阳市 40 岁及 40 岁以上中老年人群中，血清 ALT、GGT 水平升高者 NOD 患病风险增

加；GGT 水平升高者 IGT 患病风险增加；即使是 ALT 在正常范围内也能观察到两者密切相关；仅

在女性中 ALT 水平升高是 IGT 患病的危险因素。 

 
 

PU-0687 

2 型糖尿病患者尿白蛋白/肌酐比值 

与动脉粥样硬化指标相关性研究 

 
赵心 1,袁宁 1,于小凤 1,张晓梅 1,纪立农 2 

1.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 2 型糖尿病患者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CR）与动脉粥样硬化指标相关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36 例 2 型糖尿病研究对象的资料，根据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正

常组，微量白蛋白尿组，大量白蛋白尿组。记录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血糖、血脂、尿酸、踝肱指

数(ABI)、肱踝脉搏波速度(PWV)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CIMT)。 

结果  1.三组的年龄、性别构成、体重指数、腰臀比、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

脂、尿酸、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病程时间、血压、肌

酐、肾小球滤过率、ACR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ABI、PWV 三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正常组与微量白蛋白尿组比较，PWV 有统计学差异（p<0.05）。2.Peason’s 相关分

析显示，ABI 与 ACR 呈负相关（ r=-0.236 p<0.05） ,PWV 与 ACR 呈正相关（ r=0.327 

p<0.05）,CIMT 与 ACR 无相关性（p=0.556）。3. 多元逐步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校正了年龄、病

程，BMI，血压，HbA1c,eGFR 等因素后，ABI 与 ACR 呈明显负相关（p<0.05），PWV 与 ACR

呈明显正相关（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即可发生 PWV 及 ABI 改变，提示糖尿病肾病早期可出现大动脉弹性变

化，并且先于动脉结构变化，监测 ACR 可以预测及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与

发展，具有显著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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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88 

Reduced cystathionine-γ-lyase (CSE)  expression is 
involved in high glucose(HG) induced 

metalloproteinases14 (MMP14)  expression and activation 
in adipose tissues 

 
胡天晓 1,王钢 2,张宁宁 2,王秀景 1,姚佳琦 1,高路 2,倪鑫 2,谭擎缨 1,王静 1 

1.解放军第 117 医院 

2.海军军医大学 

 

目的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educed CSE expression in HG induced MMP14 expression 

and activation in adipose tissues. 

方法  Diabetic mice were prepared by injections of STZ and the expression of CSE, MMP14 in 

visceral adipose tissues were determined. Adipocytes were differentiated from 3T3-L1 cells and 
treated with HG, H2S donor GYY4137 or transfected with CSE siRNA. Then the expression of 

CSE, MMP14  were determined. CSE knockout mice were generated by crossing CSE
＋ / － 

heterozygous mice and given injections of GYY4137, and then the expression of CSE and 
MMP14 in visceral adipose tissues were determined. 

结果   In adipose tissues of diabetic mice, the expression of MMP14 increased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CSE decreased. In 3T3-L1 adipocytes, both HG and CSE siRNA increased MMP14 
expression and proteolytic activity. The addition of GYY4137 inhibited HG-induced upregulation 
of MMP14 expression and proteolytic activity. In CSE knockout mice, the expression of MMP14 in 
adipose tissues increased, which could be inhibited by i.p. injections of GYY4137. 

结论  HG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and proteolytic activity of MMP14 in adipose tissues through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CSE. 
 
 

PU-0689 

1 型糖尿病与 2 型糖尿病 

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张春林,郑宏庭*,张瑞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iabetic ketoacidosis, DKA)是糖尿病重要的急性并发症之一。了解 1 型

糖尿病 DKA 患者与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的临床特征，对提高 DKA 的诊疗水平，细分个性化诊断

治疗方案，降低患者病死率有一定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 3 年间收治的 DKA 住院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比

较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与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人口学特征、入院时血常规、肝肾功、电解质等实

验室检查结果及预后等临床情况。 

结果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中新诊断糖尿病患者占 58.06%，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中已诊断糖尿病

患者占 68.29% 。新诊断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年龄（ 32.59±13.97 vs 43.86±14.94 、

46.71±13.98、45.23±16.49 岁，p=0.019）低，APACHE II 评分（13.33±5.91 vs 7.31±3.18、

8.36±3.30、9.92±6.10，p=0.002）高，死亡率（33.33 vs 7.69、3.57、7.69%，p=0.035）高，

pH（7.03±0.11 vs 7.19±0.13、7.18±0.14、7.14±0.15，p=0.007）、碳酸氢根（5.03±1.63 vs 

9.74±5.21、9.98±5.78、8.79±5.42mmol/L，p=0.020）低，β 羟丁酸（7.35±2.41 vs 5.55±2.93、

5.85±2.46、4.72±2.70mmol/L，p=0.048）高；新诊断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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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2.18 vs 12.02±2.21、11.25±3.15、12.10±2.20%，p=0.032）、肌酐（131.71±112.89 vs 

72.59±21.29、97.52±35.22、84.06±40.25mmol/L，p=0.047）高。 

结论  本研究通过收集我院近 3 年 DKA 住院患者临床相关数据，经统计分析发现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以新诊断糖尿病患者为主，其年龄低，APACHE II 评分高，病情重，病死率高；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以已诊断糖尿病患者为主，但新诊断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高，且肌酐也较

高，易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对我们的临床诊疗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应重视

不同 DKA 患者的临床特征，从而抓住诊疗重点进而及时调整诊治策略，以改善 DKA 患者预后。 

 
 

PU-0690 

使用利拉鲁肽治疗 Klinefelter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 1 例 

 
谭晓娟,郑宏庭*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观察 Klinefelter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患者使用利拉鲁肽治疗后降糖及减重效果。 

方法  观察 1 例使用口服降糖药效果不佳的 Klinefelter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患者，改用利拉鲁肽治疗

后血糖控制情况及减重效果。 

结果  该患者临床特征： ①男性，36 岁，结婚 4 年未育，烦渴、多饮、多尿、血糖高 3 年。院外

服用三种降糖药（二甲双胍片 0.85g，3 次/日+阿卡波糖片 100mg，3 次/日+格列吡嗪缓释片

10mg/日），监测血糖水平不佳。②查体：肥胖体型，身高 187cm，体重 95kg，指间距 187cm，

上部量 88cm，下部量 99cm，腹围 111cm。喉结不明显，腹部紫纹，阴毛稀疏，睾丸小而硬。③

辅助检查：糖化血红蛋 7.8%，性激素：TESTO↓、FSH↑、LH↑。精液检查无精子，染色体检查异

常（47，XXY）。④临床诊断： Klinefelter 综合征、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⑤启用利拉鲁肽治疗

后，仅加用“二甲双胍片 0.85g，2 次/日”降糖，3 月后复查结果提示糖化血红蛋 7.7%，体重下降

7kg。 

结论  在此次观察中，我们发现 Klinefelter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患者使用利拉鲁肽治疗后，需要的口

服降糖药量较前明显减少，体重明显减轻；提示利拉鲁肽治疗 Klinefelter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有效；

但是关于利拉鲁肽应用于 Klinefelter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的治疗的资料有限，有待进一步探讨。 

 
 

PU-0691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与并发骨质疏松的相关性研究 

 
肖婧,高凌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与并发骨质疏松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2 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患者 146 例

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依据 2017 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中糖化血红蛋白（HbA1c）的相关内容，

将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划分为两组。I 组：糖化血红蛋白（HbA1c）＜7%，血糖控制较好。II 组：

糖化血红蛋白（HbA1c）≥7%，血糖控制较差。观察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空腹血糖（FPG）、

餐后 2 小时血糖（PB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指标。采用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测定

患者的腰椎 2-4 椎体、股骨颈处的骨密度值。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I 组患者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PB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显著低于 II 组患者（P＜0.05）。I 组患者的第

2-4 腰椎、股骨颈骨密度显著高于 II 组患者（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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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糖控制较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骨密度也显著下降，也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

也明显增加。 

 
 

PU-0692 

一个葡萄糖激酶基因 Gly162Asp 错义突变 

致青少年发病的成年型糖尿病 2 型家系报告 

 
肖芳芳,张淼,时立新,马琳,王筑萍,谢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一个高度怀疑为青少年发病的成年型糖尿病 2 型（MODY2），即葡萄糖激酶基因

（GCK）突变所致青少年发病的成年型糖尿病（MODY）家系寻找基因突变位点，并探讨其临床特

点。 

方法  对一例意外发现血糖升高，无酮症倾向，胰岛自身抗体阴性，有糖尿病家族史的 10 岁女孩采

用芯片捕获高通量测序方法进行致病基因检测，发现其携带 GCK 基因突变，进一步对其家系进行

调查，收集家系成员相关临床资料并取得家系成员的外周血基因组 DNA，使用 Sanger 测序技术对

家系成员进行筛查。 

结果  该家系三代成员中共有 4 例糖尿病、1 例糖调节受损及 1 例糖耐量减低者，其中先证者糖尿

病诊断年龄<25 岁，两代直系亲属中均有糖尿病患者，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特点。先证者父亲

及大伯父糖尿病病程超过 10 年，他们均在常规检查时发现糖尿病，其父亲先后予口服降糖药、胰

岛素控制血糖，未发现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大伯父未正规治

疗，查尿白蛋白/肌酐 40.88 mg/g，无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此次检查两者

HbA1c 均为 6.2%。先证者二伯父在此次筛查时发现糖尿病，FPG 7.43 mmol/L，OGTT 2 hPG 

16.90 mmol/L，HbA1c 7.3%。先证者大堂兄在此次筛查时发现糖调节受损，FPG 6.92 mmol/L，

OGTT 2 hPG 9.49 mmol/L，HbA1c 6.60%。先证者祖母筛查时发现糖耐量减低，FPG 5.21 

mmol/L，OGTT 2 hPG 8.97 mmol/L。先证者母亲、哥哥血糖正常。基因检测结果提示该家系成员

中有 5 人 GCK 基因(NM_000162)第 5 号外显子上存在 c.485G>A(p.Gly162Asp)杂合错义突变，该

突变导致 GCK 基因一条单倍体上 5 号外显子上的 G 碱基变异为 A 碱基，造成其编码的 162 位氨基

酸从甘氨酸变为天冬氨酸。先证者及其大伯父、二伯父、父亲、大堂兄 7 号染色体上均有上述突

变，与他们均有血糖异常相吻合。而其祖母 GCK 基因上未发现上述突变。该突变与糖尿病和糖调

节受损共分离，在白种人群中已有报道，在中国人群中为首次发现。 

结论  本研究通过基因检测发现了一个 GCK 基因杂合错义突变导致的 MODY2 家系，该突变与该

家系糖代谢异常有关，是该 MODY2 家系的主要致病基因。 

 
 

PU-0693 

2 型糖尿病合并早期肾病患者腹内脂肪 

与肾小球滤过率的相关性研究 

 
许瑶,胡天晓,谭擎缨,姚佳琦,王秀景,王惠玲,王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杭州空军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早期肾病患者腹内脂肪与肾小球滤过率的相关性，为早期防

治糖尿病肾病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  收集 232 例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用 CT 测量腹内脂肪（VFA），计算患者肾小球滤

过率（eGFR）并分组，探讨 T2DM 患者 VFA 与 eGFR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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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A 组与 B 组间 VFA 存在差异(p=0.000)。2.VFA 相关指标采用多重线性回归（逐步进入

法）矫正相关因素影响， LDL-C、TG、性别、HOMA-IR、舒张压、 eGFR 均进入方程

（p<0.05）。3.eGFR 相关指标采用多重线性逐步回归矫正相关因素影响，VFA、年龄均进入方程

（p<0.05）。 

结论  1. DN 早期，eGFR 随着 VFA 的增加而增加。2. eGFR 是临床上评判早期 DN 的指标之一，

本研究旨在为今后研究通过控制体重、减少 VFA 来预防和延缓 DN 进展提供依据。 

 
 

PU-0694 

绝经后 T2DM 女性 DKK1 蛋白表达与骨代谢关系的研究 

 
李佳佳,李军,王双,王晓丽,火睿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绝经后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女性 Dkk1 蛋白表达水平与骨代谢指

标和骨密度(BMD)的关系，进一步探讨 Wnt 信号通路中 Dkk1 在该人群骨代谢中的意义。 

方法  1.收集新疆石河子地区 T2DM 与糖耐量正常(NGT)对象各 50 例，测定记录其一般资料和临床

代谢指标，采取空腹静脉血。2.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空腹血糖(FPG)、果糖胺(FMN)；血清胆固

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钙

(Ca)、血磷(P)、碱性磷酸酶(ALP)；高压液相色谱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电化学发光法甲

状旁腺激素(PTH)、骨钙素(OC)、25(OH)VitD3；双能 X 线(DEXA)法检测腰椎(L1-4)、股骨(Femur)

及股骨颈(Femur neck)骨密度。3.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中 Dkk1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与 NGT 组相比， T2DM 组 FPG(5.47±0.73， 9.26±2.38)、 FMN(239.74±36.54，

337.66±87.31)、HbA1c(6.23±0.92，8.70±1.76)、血 P(1.11±0.12， 1.24±0.16)水平增高 (P＜

0.01) ； OC(30.25±7.41 ， 19.27±5.07) 、 25(OH)VitD3(35.37±6.83 ， 22.00±5.26) 、

BMD(Femur)[0.87(0.80,0.95)，0.80(0.61,0.90)]水平降低(P＜0.01)。2.与 NGT 组相比，T2DM 组

Dkk1 蛋白表达(209.37±32.35，232.97±39.31)水平增高(P＜0.05)。4.相关分析显示，Dkk1 蛋白表

达与血 P(r=0.301，P=0.013)呈正相关，与 BMD(Femur neck)呈负相关(r=-0.349，P<0.01)。

BMD(Femur)与 FPG(r=-0.344，P=0.000)呈负相关，与 OC(r=0.267，P=0.007)呈正相关。5.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25(OH)VitD3 是 BMD(Femur)的影响因素。 

结论   Dkk1 蛋白的高表达可能参与了 T2DM 绝经后女性 BMD 降低及血 P 升高，OC、

25(OH)VitD3 等骨代谢指标降低，以此为靶点，有利于 T2DM 绝经后女性 OP 的防治。 

 
 

PU-0695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特点 

 
王晓宇,栗夏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心脏结构和功能变化特点。 

方法   收集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 487 例，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 200 例，健康体检者 140 例。

对三组研究对象的相关临床资料及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等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与正常组比较，T2DM 合并冠心病组左室径、室间隔厚度、左室后壁厚度、左房径、肺

动脉环径、右房面积均增加（P＜0.05）。（2）与正常组比较，T2DM 合并冠心病组二尖瓣舒张早

期最大充盈速度（E 峰）、E/A 值及射血分数（EF%）均减低（P＜0.05）；二尖瓣舒张晚期最大

充盈速度（A）增加（P＜0.05）。 

结论  T2DM 合并冠心病患者心脏结构改变为左室肥厚，双房增大，肺动脉增宽，心脏功能改变为

收缩和舒张功能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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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6 

糖尿病足溃疡诱因分析及预防策略 

 
胡萍,邹梦晨,潘彦伶,蔡玉兰,罗祥蓉,蒋娅,薛耀明,曹瑛,高方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分析糖尿病足溃疡的直接诱发因素特点，为足溃疡的早期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本科室住院治疗的 560 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的病

历资料，分析与足溃疡发生相关的因素。 

结果  560 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中，60.54%患者为男性，80.75%患者年龄在 50~79 岁之间，

48.75%患者糖尿病病程超过 10 年。溃疡 44.82%发生于左足，45.89%发生于右足， 1.61%发生于

双足；60.50%溃疡位于足趾区域。足溃疡发病率最高的季节是冬季（12~2 月），为 32.9%；其次

是春季（3~5 月），发病率为 26.8%。春季是足溃疡入院率最高的季节（32.32%），其次为冬、

秋季（9~11 月）。最主要的足溃疡类型是自发性溃疡（占 56.79%），其次是外伤性溃疡（占

35.15%）。自发性溃疡中高达 37.42%由神经-血管病变所致，单纯神经性足溃疡和单纯血管性足

溃疡分别占自发性溃疡的 19.50%和 8.18%，另有 25.16%由于糖尿病大疱病破溃后所致，9.75%

为无明显诱因溃疡。此外，自发性溃疡中，糖尿病大疱病组（BD 组）的血肌酐、血尿酸和糖化血

红蛋白显著高于非糖尿病大疱病组（Non-BD 组）（P＜0.05）。 

结论  糖尿病足溃疡大多数是自发性出现的，周围神经病变、下肢动脉病变及糖尿病大疱病是导致

自发性溃疡的主要诱因。糖尿病大疱病易发生于肾功能异常及血糖控制较差的糖尿病患者。 

 
 

PU-0697 

SGLT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 1 型糖尿病临床 

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李倩 1,温俊平 2,温玲英 1,陈刚 2 

1.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 

2.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本研究系统评价 SGLT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 1 型糖尿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通过计算机全面地检索英文数据库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以及中文数据库

CNKI、万方、VIP、CBM,检索时间限定为建库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检索语种为中英文,收集

SGLT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 1 型糖尿病的随机对照实验（RCTs）。两名研究员以“钠葡萄糖共转

运蛋白抑制剂”、“1 型糖尿病”、“Sodium-Glucose Transporter 1”、“Diabetes Mellitus, Type 1”、

“Canagliflozin” 、 “Dapagliflozin” 、 “Empagliflozin” 、 “Ipragliflozin” 、 “Luseogliflozin” 、

“Tofogliflozin”、“Sotagliflozin”等中英文词汇独立进行文献检索，对纳入文献进行数据提取以及风险

偏倚评估。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分析，数据合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用 GRADE 法对证据

体进行质量分级。 

结果  共纳入 6 项英文 RCTs，样本总量为 2079。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常规胰岛素治疗相比，

SGLT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可以有效降低空腹血糖（FPG）（MD=0.78，95%CI:0.30~1.26）、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 HbA1c ） （ MD=0.36 ， 95% CI :0.29~0.43 ） 、 体 重 （ MD=2.60 ，

95%CI:1.68~3.52）和每日胰岛素总量（MD=6.42，95%CI:4.37~8.47）。在安全性评估方面提

示：SGLT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不伴有低血糖发生率和肾损伤发生率增加（RR=1.02，95% CI：

0.99~1.04；RR=2.47，95% CI：0.69~8.76），但值得注意的是 SGLT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可

以增加总不良事件的发生率（RR=1.07，95%CI：1.00~1.14）、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发生率

（DKA）（RR=4.42，95% CI：2.11~9.24）和感染发生率（RR=1.77，95% CI：1.38~2.26）。

GRADE 证据质量分级显示：高质量证据 5 项，中等质量证据 4 项，低质量证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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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GLT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 1 型糖尿病可以有效降低 FPG、HbA1c、体重和每日总胰岛素

水平。此外，联合治疗不会增加低血糖和肾损伤的风险，但有不良事件、DKA 和感染的风险。 

 
 

PU-0698 

交泰丸方药穴位贴敷和离子导入治疗 2 型糖尿病 

高血糖伴失眠的疗效观察 

 
潘玲 

成都瑞恩糖尿病医院 

 

目的  观察交泰丸方药穴位贴敷和离子导入对 2 型糖尿病高血糖伴失眠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研究对象 28 例，进行胰俞穴、胰岛穴、肝俞穴、胆俞穴及小肠俞穴交泰丸方药离子导

入，每周一次，每次 30 分钟；同时每天睡前用交泰丸方药贴敷双侧涌泉穴，持续 8 小时，至次日

晨起移除，如此 28 天为一个疗程，共两个疗程，两个疗程之间间隔 7-14 天。观察治疗前后失眠及

相关症状积分、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胰岛分泌功能的变化。 

结果  疗程结束后，临床治愈 9 例，显效 10 例，有效 8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6.43%。与治疗

前相比，患者失眠及相关症状积分明显减少（P ＜0.01）；空腹血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

红蛋白均明显下降（均 P ＜0.01）；OGTT30 分钟、60 分钟胰岛素和 C 肽分泌明显增多（均 P ＜

0.01）。 

结论  交泰丸方药穴位贴敷和离子导入对 2 型糖尿病高血糖伴失眠患者，具有降血糖和改善失眠的

双重疗效，并有改善胰岛素和 C 肽早相分泌的作用。 

 
 

PU-0699 

系统评价和 meta-分析:在磺脲类药物的基础上加用钠 

-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低血糖风险 

 
江盟,雷闽湘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比较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和磺脲类药物联用和磺脲类加安慰剂治疗 2 型糖尿病的

低血糖风险。 

方法  所选数据来源于 Medline, Excerpta Medica Database（Embas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和 clinicaltrial. gov 数据库。收录的各个语种的相关文章的时间截止到

2018 年 2 月 1 日。入选该研究的临床试验均为安慰剂随机对照研究，每个研究中使用钠-葡萄糖共

转运蛋白 2 抑制剂的患者人数至少为 50 人。进行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 Man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8 个临床试验，2799 名患者。其中 1799 名患者接受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

制剂联合磺脲类药物进行治疗，991 名患者接受安慰剂加磺脲类药物进行治疗。钠-葡萄糖共转运

蛋白 2 抑制剂和磺脲类药物联用组患者低血糖危险度为 1.73 (95%CI=1.34~2.23)，其中治疗时程

为 6 个月以下的患者人群的害一需治人数（NNH）为 12 (95%CI=7~22) ， 治疗时程为 6 到 12 月

的患者人群 NNH 为 10 (95%CI=6 ~19) , 治疗时程大于 1 年的患者人群 NNH 为 6 (95%CI=4~11) . 

在亚组分析中，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的低血糖风险没有明显差异：高剂量组的危险度为 1.74 

(95%CI=1.46~2.08), 低剂量组的危险度为 1.73(95%CI=1.34~2.23). 

结论  在磺脲类药物基础上加用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治疗 2 型糖尿病显著增加低血糖风险

（大于 50%）。而且在加用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治疗时程小于 6 个月的患者人群中，每

12 名患者中就会增加一名低血糖风险。该研究提示我们在使用磺脲类药物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490 

 

人群中加用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时需要减少磺脲类药物的剂量，而且我们需要评估这种

方案改善低血糖风险的有效性。 

 
 

PU-0700 

1 型糖尿病合并酮症酸中毒患者外周血白细胞端粒长度的变化 

 
刘娟宏,杨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酸性微环境是导致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且酸性肿瘤微环境对端粒长度产生

重要影响；1 型糖尿病患者的端粒较短，且 1 型糖尿病患者常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因此，本次

拟探讨比较分析 1 型糖尿病合并酮症酸中毒患者端粒长度与不合并酮症酸中毒患者端粒长度的差别 

方法  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6 月，根据 2010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选取同济医院内分泌

科 1 型糖尿病合并酮症酸中毒患者（DKA 组）19 例,1 型糖尿病 23 例（T1DM 组）。研究对象排

除肿瘤患者、急性并发症及非糖尿病并发症所致的慢性炎症。详细询问研究对象糖尿病史，收集患

者入院首日空腹外周血，水平梯度离心提取外周血白细胞，全基因组 DNA 提取选用 Magen 全血

DNA 提取试剂盒（HiPure Blood DNA Mini Kit, Magen, D3111-03）。32P 同位素标记的探针原位

杂交，在变性条件下检测端粒 DNA 限制酶切片段（telomere restricted fragment，TRF）长度； 

结果   T1DM 组和 DKA 组外周血白细胞端粒长度 95%可信区间为： [6645(6374,6917)]、

[6465(6149,6781)]；在校正年龄之后，比较两组端粒长度的分布情况，发现 DKA 组患者端粒长度

波动范围较大。与 T1DM 组相比，DKA 组患者的端粒长度无明显减短（t=0.86，P=0.39）； 

结论  合并酮症酸中毒时，1 型糖尿病患者端粒差异变化较大。1 型糖尿病时合并酮症酸中毒与不合

并酮症中毒患者相比，端粒长度无明显差异。合并酮症酸中毒不是 1 型糖尿病端粒减短的因素； 

 
 

PU-0701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与血清尿酸的相关性研究 

 
徐玲玲,林晓浦,赵德强,罗植尹,潘速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和血清尿酸的相关性及血清尿酸合并其他风险因素对 2 型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的预测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符合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及分型标准），根据排除标准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患者，共

纳入研究 200 例，平均年龄 55.89 ±12.62 岁。按血清尿酸水平将患者分为 4 组（≤5 mg/dl, 5.1-7 

mg/dl, 7.1-9 mg/dl 和 >9 mg/dl）。所有患者均进行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筛查（包括神经传导检测、

10g 单丝试验、振动感觉阈值测定试验）。 

结果  （1）2 型糖尿病患者尿酸水平升高对神经传导参数有影响，尿酸水平较高组与尿酸水平较低

组相比（P<0.05），运动／感觉神经的潜伏期延长，运动／感觉神经的波幅、传导速度降低

（P<0.05）。（2）血清尿酸和运动神经的潜伏期呈正相关（r=0.397, P<0.05），和波幅（r=-

0.142, P<0.05）、传导速度（r=-0.191, P<0.05）呈负相关。血清尿酸和感觉神经的潜伏期呈正相

关（r=0.320, P<0.05），和波幅（r=-0.194, P<0.05）、传导速度（r=-0.191, P<0.05）呈负相关。

（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显示糖尿病病程>10 年（OR 3.26, 95% CI 1.41-7.56, P<0.05），血清尿

酸>9 mg/dl（OR 7.98, 95% CI 1.47-43.40, P<0.05），总胆固醇>5.2mol/L（OR 2.14, 95% CI 

1.11-4.11, P<0.05）均能增加 DPN 发生的风险。（4）ROC 分析显示糖尿病病程>9 年，且血清尿

酸>7.8 mg/dl、总胆固醇>4.97 mmol/L 可能可以作为 DPN 的预测因素（AUC=0.65；95% CI：

0.53–0.77；敏感性 70.6%；特异性 65.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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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尿酸与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具有相关性。糖尿病病程、血清尿酸、总胆固醇是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独立风险因素。糖尿病病程联合血清尿酸、总胆固醇可能作为预测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的预测因子。 

 
 
 

PU-0702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亚临床甲减与尿酸水平的相关研究 

 
施剑,高天舒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亚临床甲减与高尿酸血症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患

者，无其他内分泌病史，无其他急、慢性疾病。共 86 例，其中男 39 例，女 47 例。平均年龄 

53.5±5.7 岁行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测定;。排除标准: ①数据不完整; ②原发性甲减; ③服用甲状腺药物

进行治疗的; ④处在严重全身疾病或甲状腺炎的痊愈期。亚临床甲状腺减低症的判断标准依据《中

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的实验室检查标准诊断标准，游离甲状腺素 FT4: 12～ 22pmo1 /L、游离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3.1～ 6.8pmol / L、促甲状腺激素 TSH≥4.2μIU / m L。另选取同期在我科住

院患者 2 型糖尿病无甲功异常者 31 名，男 18 名，女 13 名，平均年龄 51.5±6.9 岁，为对照组

( NGT 组) 。所有受试对象均在空腹条件下，测定体重指数( BMI) ，BMI＞25kg /m2为超重。口服 

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 和胰岛素释放实验，以稳态模型公式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

IR) ，同时进行甲功、尿酸测定，研究合并亚临床甲减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与血尿酸的关系。统计学

方法应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各组间一般指标比较，正态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 x±s) 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F 检验，P＜0.0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亚临床甲减组 BMI 正常者，尿酸水平无明显差异；亚临床甲减组超重者，尿酸水平明显升

高，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2 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者中，超重患者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性

( P＜ 0.01)。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中，超重患者明显增多；超重患者尿酸水平明显增高。 

 
 

PU-0703 

血糖正常人群的胰岛素分泌及敏感性 

与 2 型糖尿病 遗传背景遗传强度的相关性研究 

 
陆晓敏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评估上海居民糖代谢状况,观察 2 型糖尿病家族史人群不同遗传背景、遗传强度下的胰岛素分

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特点 

方法  对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上海多个社区血糖正常的居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问卷、 体格

检查以及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测定静脉血糖、胰岛素水平,根据稳态模型法 (HOMA) 及胰

岛素敏感 性指数 (Gutt-ISI) 评估胰岛素分泌及敏感性。 

结果  (1) 292 例上海市居民中 2 型糖尿病发生率为 6.51% (19 例 )、 空腹血糖受损 (IFG) 及糖耐量

异常 (IGT) 发生率为 12.67% (37 例 )。(2) 2 型糖尿病家族史阳性的男性及女性人群, 其胰岛素敏感

性较无家族史人群降低 (HOMA-IS :男性 0.52±0.17 对 0.54±0.28,女性 0.59±0.30 对 0.69±0.33, 

P=0.04),胰岛  B 细胞分泌功能较无家族史人群升高显著  (HOMA-β :男性  190.6±130.31 对 

142.58±76.06,女性 157.84±96.68 对 120.87±74.71,P=0.02)。(3) 在同胞 2 型糖尿病遗传背景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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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胰岛素敏感性及胰岛 B 细胞分泌功 能较其他父系、母系、双系等遗传背景者改变具有统计学差

异 (P<0.05),且胰岛素敏感性减退与糖尿病遗传背景呈负 相关,HOMA-β 水平呈正相关 (P<0.05)。 

结论  有 2 型糖尿病家族史人群其在早期血糖正常时,即出现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以同胞遗传背景为

著,且胰岛素敏感性减退程度随遗传强度增加而递减,胰岛 B 细胞通过代偿性分泌以 维持其血糖正

常。 

 
 

PU-0704 

GABAA 受体 β3 亚基敲除对胰岛 β 细胞增殖的影响 

 
任丽伟 1,王志红 1,蒋摇静 1,许婉 1,崔巧丽 1,刘瑞 1,王庆华 1,2,3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3.加拿大圣米高医院 

 

目的  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一种重要的抑制性神经

递质，胰岛 β 细胞也可以生成并分泌 GABA。我们已报道，GABAAR 主要介导了 GABA 促进胰岛

β 细胞增殖的作用。GABAA 受体（GABAAR）是由 5 个亚基围绕形成的 Cl-通道，其最常见的一个

功能性组合方式为 2 个 α，2 个 β 和 1 个 γ 亚基组成的五聚体。前期研究发现 db/db 小鼠胰岛 β 细

胞增殖减少的同时，伴随着 GABAA 受体 β3 亚基（GABAAR-β3）表达的显著下调，提示 

GABAARβ3 可能在介导 GABA 促增殖效应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本课题主要研究 GABAAR-β3 在

胰岛 β 细胞增殖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  利用 MIP-Cre/Lox 重组酶系统建立可诱导的胰岛 β 细胞特异性 GABAAR-β3 敲除小鼠；高脂

饮食 1 周建立胰岛 β 细胞代偿性增殖模型。实验小鼠分成 3 组，即正常饲料喂养的野生型小鼠

（WT-NCD）、高脂饲料喂养的野生型小鼠（WT-HFD）、高脂饲料喂养的 GABAAR-β3 敲除小鼠

（KO-HFD），体内实验进行小鼠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耐量的检测；分离小鼠胰腺组织，利用

Ki67/Brdu 免疫荧光检测 GABAAR-β3 敲除对胰岛 β 细胞增殖的影响，Insulin/Glucogon 免疫组化

分析 β cell mass 以及 α cell mass 的变化，为进一步研究 GABAA R-β3 对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影响，

我们分离了三组小鼠的胰岛，做不同葡萄糖浓度刺激的胰岛素分泌能力的检测（GSIS）。 

结果  与野生型（WT）小鼠相比，GABAA R-β3 KO 小鼠葡萄糖耐量明显受损，胰岛素耐量无明显

变化；高脂饮食 1 周可以引起胰岛 β 细胞的代偿性增殖进而增加 β cell mass，GABAA R-β3 KO 则

抑制了这一变化；GSIS 结果显示相比于正常饮食对照组（WT-NCD），高脂饮食 1 周组小鼠

（WT-HFD）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明显增加， KO-HFD 组小鼠胰岛素分泌能力显著降低。同

时，体内糖耐量结果显示高脂饮食 1 周可引起小鼠葡萄糖耐量受损，较 WT-HFD 组小鼠相比，

KO-HFD 组小鼠葡萄糖耐量受损更加显著。 

结论  GABAAR-β3 亚基在胰岛 β 细胞增殖以及 β 细胞功能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PU-0705 

1 型糖尿病与 2 型糖尿病 

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张春林,郑宏庭*,张瑞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iabetic ketoacidosis, DKA)是糖尿病重要的急性并发症之一。了解 1 型

糖尿病 DKA 患者与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的临床特征，对提高 DKA 的诊疗水平，细分个性化诊断

治疗方案，降低患者病死率有着一定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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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 3 年间收治的 DKA 住院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比

较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与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人口学特征、入院时血常规、肝肾功、电解质等实

验室检查结果及预后等临床情况。 

结果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中新诊断糖尿病患者占 58.06%，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中已诊断糖尿病

患者占 68.29% 。新诊断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年龄（ 32.59±13.97 vs 43.86±14.94 、

46.71±13.98、45.23±16.49 岁，p=0.019）低，APACHE II 评分（13.33±5.91 vs 7.31±3.18、

8.36±3.30、9.92±6.10，p=0.002）高，死亡率（33.33 vs 7.69、3.57、7.69%，p=0.035）高，

pH（7.03±0.11 vs 7.19±0.13、7.18±0.14、7.14±0.15，p=0.007）、碳酸氢根（5.03±1.63 vs 

9.74±5.21、9.98±5.78、8.79±5.42mmol/L，p=0.020）低，β 羟丁酸（7.35±2.41 vs 5.55±2.93、

5.85±2.46、4.72±2.70mmol/L，p=0.048）高；新诊断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13.98±2.18 vs 12.02±2.21、11.25±3.15、12.10±2.20%，p=0.032）、肌酐（131.71±112.89 vs 

72.59±21.29、97.52±35.22、84.06±40.25mmol/L，p=0.047）高。 

结论  本研究通过收集我院近 3 年 DKA 住院患者临床相关数据，经统计分析发现 1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以新诊断糖尿病患者为主，其年龄低，APACHE II 评分高，病情重，病死率高；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以已诊断糖尿病患者为主，但新诊断 2 型糖尿病 DKA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高，且肌酐也较

高，易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对我们的临床诊疗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应重视

不同 DKA 患者的临床特征，从而抓住诊疗重点进而及时调整诊治策略，以改善 DKA 患者预后。 

 
 

PU-0706 

T2DM 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 

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的关系探讨 

 
范译丹 1,2,范源 1,2 

1.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 

2.云南中医学院 

 

目的  分析 T2DM 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2017 年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内一科住院部确诊为 T2DM 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186

例患者进行调查，根据 B 超检测有无脂肪肝影像将糖尿病患者分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变组(NAFLD)

和无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变组(无 NAFLD)，分别统计两组患者的 BMI、血脂 (TG、TC、HDL、

LDL)、ALT、AST、Cr、CHE、尿素和 UA 的测定等临床资料，行胰岛素释放试验、C 肽释放试

验、OGTT 葡萄糖耐量试验,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胰岛细胞敏感指数（HOMA-

β）。比较各组不同指标之间的差异，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

和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结果  （1）t 检验显示，NAFLD 组 HbA1c％、BMI、HOMA-IR 指数、甘油三酯(TG)、胆固醇

(TC)、尿酸（UA）、肌酐（Cr）、碱性磷酸酶（ALP）、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AST）、胆碱酯酶（CHE）均升高，无 NAFLD 组的年龄、病程、HOMA-β、尿素、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HDL-C）均升高。（2）两组间比较，NAFLD 组 HOMA-β 指数

明显下降（P＜0.01），甘油三酯、尿素、肌酐均明显升高（P＜0.05），HOMA-IR 值升高

（0.01<P<0.05）；（3）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TG、ALT、CHE 为糖尿病非

酒精性脂肪肝病变的危险因素(P<0.05 )。 

结论  与 NAFLD 组相比，2 型糖尿病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组胰岛 β 细胞功能受损较严重，并存在一定

脂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在 2 型糖尿病治疗上，尤其是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后，保护胰岛 β 细胞

功能至关重要，应进一步探寻糖脂毒性与胰岛 β 细胞衰竭的联系，尽可能延缓胰岛 β 细胞凋亡，对

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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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7 

Rab35 介导膜融合调控胰岛 β 细胞胞吐分泌的机制研究 

 
卢春婷,石绮屏,冯烈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β 细胞胞吐分泌胰岛素功能障碍与 T2D 发病相关。由于 Rab 蛋白存在于真核细胞

内与膜有关的细胞器中，参与了几乎所有的膜运输过程，成为胰岛 β 细胞胞吐分泌的研究热点。目

前，关于 Rab35 与胰岛 β 细胞胞吐分泌功能的关系尚不明确，且 Rab35 介导膜融合调控胰岛 β 细

胞胞吐分泌的机制尚未见报道。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为：明确 Rab35 在 β-TC-6 细胞胞吐分泌胰

岛素中的调控作用；分析 Rab35 与胰岛素分泌密切相关的膜蛋白—phogrin 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

Rab35 介导膜融合调控 β-TC-6 胞吐分泌的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以 β-TC-6 细胞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葡萄糖刺激对 β-TC-6 细胞 Rab35 蛋白表达的影响；观察

Rab35 在 β-TC-6 细胞内的分布。使用过表达及基因沉默技术分别处理 Rab35 基因，测定两者对

β-TC-6 胰岛素分泌的影响；同时，测定 phogrin 蛋白的表达及水平变化。并进一步构建及鉴定

GST-Rab35 和 mCherry-Phogrin 载体，通过 GST pull down、CO-IP 及细胞免疫荧光技术，验证

Rab35 与 phogrin 的相互作用。 

结果  经葡萄糖（10mmol/L）刺激后 Rab35 的表达量升高（P< 0.05）；Rab35 主要分布在 β-TC-

6 细胞的质膜和胞浆；Rab35 过表达可促进 β-TC-6 细胞的胰岛素分泌（P< 0.05），且致 phogrin

在 β-TC-6 细胞中的表达下降（P< 0.05）；沉默 Rab35 基因的表达可显著抑制 β-TC-6 细胞胰岛素

的分泌（P< 0.05），并可促进 phogrin 的表达（P< 0.05）及引起 phogrin 在胞内的再分布；GST 

pulldown、CO-IP 和细胞共定位实验均表明 Rab35 与 phogrin 存在相互作用。 

  

结论  Rab35 与 β-TC-6 细胞的胰岛素胞吐分泌功能相关；Rab35 可能是通过抑制 phogrin 的表达

及引起其在胞内的再分布，从而介导胰岛素囊泡的膜融合进程，进而调控胰岛素胞吐分泌。 

 
 
 

PU-0708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长期应用 GLP-1 受体激动剂的胰腺安全性： 

来自 4 项心血管结局研究的数据分析 
 

刘烨,王海宁,田勍,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接受长期 GLP-1 受体激动剂（GLP-1RAs）治疗时胰腺炎和胰腺癌的风

险。 

方法  从已公布结果的 4 项大型 GLP-1RAs 心血管结局研究中提取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新发胰腺炎和

胰腺癌的数据，采用 RevMan5.3 软件对入选人群的胰腺癌风险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4 项大型 GLP-1RAs 心血管结局研究包括 ELIXA、LEADER、SUSTAIN-6、EXSCEL，其对

与胰腺炎和胰腺癌的病例报告均由外部独立委员会经盲法评审裁定，无显著发表偏倚（Egger 检验

胰腺炎 P=0.197，胰腺癌 P=0.234）。4 项研究一共纳入 33457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2.1 到 3.8 年。其中 123 例患者报告急性胰腺炎，70 例患者报告胰腺癌。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

GLP-1RAs 与加用安慰剂相比，未增加急性胰腺炎（Peto OR 0.89 [95% CI 0.63, 1.27]）或胰腺癌

（Peto OR 0.84 [95% CI 0.53, 1.35]）风险。在敏感性分析中，使用不同方法（M-H OR）或不同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对上述结果无明显影响。本研究纳入的 4 项心血管结局研究

均是以安全性为主要终点的随机对照研究，GLP-1RAs 干预组和对照组均接受常规降糖治疗、糖化

血红蛋白目标一致，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两组间的血糖差异对安全性（包括胰腺安全性）评价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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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同时，这些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均大于 2 年，可有效避免因干预时间短而混杂了干预前即潜伏

的相关疾病，对评估胰腺癌这类临床非常隐匿的疾病尤其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的局限性：（1）

本文纳入的 4 项研究最终胰腺事件报告病例的数量明显少于其他队列研究，考虑这与随机对照研究

本身的特质及可行性相关。但随机对照研究的混杂因素在组间可以得到平衡，较队列研究有明显优

势。同时本研究的结论与近期发表的高质量队列研究结论相符。（2）EXSCEL 研究中允许使用

DPP-4 酶抑制剂（与 GLP-1RAs 同属肠促胰素药物）可能造成偏倚。但 DPP-4 酶抑制剂的作用机

制和其对肠促胰素通路的激活强度均与 GLP-1RAs 存在显著差异，且 EXSCEL 研究中干预组和对

照组应用 DPP-4 酶抑制剂的比例均较小且无组间显著差异，故推测对本文结果影响不大。 

结论  4 项大型 GLP-1RAs 心血管结局研究的数据汇总分析提示，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长期应用

GLP-1RAs 治疗不增加急性胰腺炎或胰腺癌风险。 

 
 

PU-0709 

利拉鲁肽对小鼠胰岛 β 细胞产生 FGF-21 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 

 
葛李娜,魏蕊,杨琨,杨进,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GF-21）是一种目前备受关注的新型代谢调节因子。本文旨在观

察胰高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利拉鲁肽对小鼠胰岛 β 细胞系 Min6 细胞 FGF-21 产生的

调控作用及其可能的潜在机制。 

方法  1. 以原代胰岛作为阳标，采用 RT-PCR、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染色等方法，观察 GLP-1

受体在小鼠胰岛 β 细胞系 Min6 细胞中是否表达。 2. 培养 Min6 细胞，给予不同浓度（0-100 

nmol/L）利拉鲁肽孵育 24 h 后，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 FGF-21 mRNA 和蛋白表

达，利用 ELISA 检测上清液 FGF-21 水平。 3. Min6 细胞给予 10 nmol/L 利拉鲁肽和（或）200 

nmol/L GLP-1 受体拮抗剂 exendin(9-39)孵育 24 h，检测细胞 FGF-21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以

及上清液中 FGF-21 分泌水平。 4. Min6 细胞给予 10 nmol/L 利拉鲁肽和（或）5 μg/mL FGF-21 中

和抗体孵育 24 h 后，采用 ELISA 检测上清液胰岛素水平。 

结果  ①在小鼠胰岛 β 细胞系 Min6 细胞中，GLP-1 受体 mRNA 和蛋白均可见表达。②与对照组相

比，1、10 及 100 nmol/L 利拉鲁肽可剂量依赖性上调 FGF-21 mRNA 和蛋白表达，增加细胞上清

液中 FGF-21 分泌。③与 10 nmol/L 利拉鲁肽相比，添加 exendin(9-39)可削弱利拉鲁肽上调 Min6

细胞 FGF-21 表达和分泌的效应，提示利拉鲁肽对 Min6 细胞 FGF-21 产生的调控是通过 GLP-1 受

体所介导的。④与对照组相比，10 nmol/L 利拉鲁肽可促进 Min6 细胞上清液中胰岛素分泌，而添

加 FGF-21 中和抗体可消除利拉鲁肽上述效应，提示 FGF-21 部分参与了利拉鲁肽对 Min6 细胞胰

岛素分泌功能的调控。 

结论  利拉鲁肽可呈 GLP-1 受体依赖性地促进小鼠 β 细胞 FGF-21 表达和分泌，FGF-21 以自分泌

或旁分泌方式参与介导利拉鲁肽促进小鼠 β 细胞胰岛素分泌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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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0 

胫骨横向骨搬移对糖尿病足患者 

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及 PI3K/AKT 信号通路的影响 

 
项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观察胫骨横向骨搬移术前、术后 1 月糖尿病足患者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变化，运用实时荧光

定量 PCR 技术检测骨搬移术前、术后 1 月糖尿病足患者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对表达量变化，初

步探讨干细胞动员在胫骨横向骨搬移治疗糖尿病足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至 2017 年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关节外科行胫骨横向骨搬移治疗的糖

尿病足患者 20 例（Wagner3 级以上），未用免疫抑制性药物、糖皮质激素等药物。分别在患者进

行骨搬移术前 1 天及骨搬移术后 1 月时采外周静脉血，运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患者的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观察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的变化，并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PI3K/AKT 信号通路

相对表达量变化。运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 OriginPro 8.5 作图。均数±标准差（x(—

)±s）进行描述，均数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胫骨横向骨搬移术后 1 月较术前造血干细胞集落形成单位计数明显升高，其中爆式红细胞集

落形成单位计数：术后（74.95±9.63）vs 术前（46.20±7.43），P=0.000；粒细胞、巨噬细胞-集

落形成单位计数：术后（10.60±2.16）vs 术前（5.55±1.54），P=0.000。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

果：PI3K 相对表达量术后 1 月较术前升高，术后 1 月 PI3K 的相对表达量是术前的 2.19±0.51 倍，

P=0.0017，AKT 相对表达量术后 1 月较术前升高，术后 1 月 AKT 的相对表达量是术前的

2.27±0.59 倍，P=0.0034。 

结论  胫骨横向骨搬移术作为糖尿病足新的有效治疗手段，其可能的治疗机制包含如下两点：1、动

员骨髓源干细胞（造血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内皮祖细胞等），促进其增殖、存活、迁移到糖足

溃疡部位进行再生修复。2、激活 SDF-1/CXCR4 轴介导的 PI3K/AKT 信号通路，参与调控骨髓源

干细胞的迁移、分化、存活等过程，促进糖尿病足溃疡愈合。 

 
 

PU-0711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围与尿白蛋白/肌酐相关性研究 

 
丁文苑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围与尿白蛋白/肌酐相关性研究，为临床 2 型糖尿病肾损害的防治提供

基础资料。 

方法  留取晨尿液测定尿微量白蛋白和尿肌酐，根据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水平分为正常

白蛋白尿(NAU)组和微量白蛋白尿（MAU）组。收集一般临床资料和测定生化指标，统计学处理采

用 SPSS 19.0 软件。 

结果  与 NAU 组相比，MAU 组糖化血红蛋白、腰围、颈围、肌酐、CyCs 均升高，eGFR 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LDL-C、HDL-C、TG、TC、BMI、DBP、SBP、身高、体重、臀

围、腰高比、腰臀比、尿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各项临床指标与 MAU 做 Logistic 回归分析，糖

化血红蛋白、腰围、颈围、肌酐、CyCs 均是影响 MAU 的独立危险因素，eGFR 是影响 MAU 的保

护性因素。而性别、吸烟、饮酒、病程、LDL-C、HDL-C、TG、TC、BMI、DBP、SBP、身高、

体重、臀围、腰高比、腰臀比、尿素则无统计学意义；Enter 法提示，WC 和 NC 是影响 MAU 发生

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颈围的影响最为显著。以 MUA 为结局变量，颈围为检验变量，通过 ROC 

曲线分析法判断颈围对 MUA 的预测切点，男性入选者中以颈围作为检验变量，是否 MUA 作为结

局变量进行 ROC 曲线分析得到曲线下面积（AUC）为 0.951，灵敏度为 76%，特异性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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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点为 39.2 cm,即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围＞39.2 cm 可以预测 MUA；女性入选者中以颈围作为

检验变量是否 MUA 作为结局变量进行 ROC 曲线分析得到 AUC 为 0.914，灵敏度为 90%，特异性

为 77.8%，切点为 36.4cm,即女性颈围＞36.4 cm 可以预测 MUA；颈围与四项指标 WC、WHR、

WHtR、BMI 相关性关系分析显示颈围与腰臀比（r=-0.349,p=0.001）相关性最大，颈围与腰围无

统计学意义（p=0.365）。 

结论  与 NAU 组相比，MAU 组糖化血红蛋白、腰围、颈围、肌酐、CyCs 均升高，eGFR 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糖化血红蛋白、腰围、颈围、肌酐、CyCs 均是影响 MAU 的独立危险

因素，eGFR 是影响 MAU 的保护性因素；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围＞39.2cm 可以预测 MUA；女

性颈围＞36.4 cm 可以预测 MUA；颈围与 WC、WHR、WHtR、BMI 相关性关系分析显示颈围与

腰臀比相关性最大，颈围与腰围无统计学意义。 

 
 

PU-0712 

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肌肉量减少与蛋白尿的相关性研究 

 
李亚岚,乔顺,杨越,王彦（通讯作者） 

山大一院 

 

目的  肌少症是一种增龄相关综合征，与 2 型糖尿病相互作用且可加重其进展，而以蛋白尿为特征

表现的糖尿病肾病为 2 型糖尿病病情进展中最易出现的并发症。研究证明，蛋白尿与肌肉量减少分

别与 2 型糖尿病独立相关，且两者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其直接关系越来越受到临床研究的重

视。本文通过分析 96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资料，探讨两者的相关性。 

方法  按照 2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 2017 年 1 月至 11 月山大一院内分泌

科住院 96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收集临床资料，均完善双能 X 线检查，采用亚洲诊断标准共识

诊断肌肉量减少，截点为四肢骨骼肌量指数（SMI）男性低于 7.01 kg/m2、女性则低于 5.42 

kg/m2。根据 2012 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指南将研究对象分为：蛋白尿组（尿微量白蛋白比

肌酐即 ACR≥30μg/mg）与非蛋白尿组（ACR＜30μg/mg）。首先比较两组资料并观察各组肌肉量

减少的检出率，其次探讨肌肉量减少与蛋白尿的相关性。 

结果  1.与非蛋白尿组（n=55）比较，蛋白尿组（n=41）中的受试者 SMI、估算肾小球滤过率较

低，年龄、血肌酐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共检出肌肉量减少 14 例，其中蛋白尿组 10 例(24.4%)，非蛋白尿组 4 例(7.3%)，检出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5.525，P=0.019）。其中存在肌肉量减少的受试者（n=14）ACR 值较未出现

肌肉量减少者（n=82）高（P=0.004）。 

3.调整年龄后，在总组（n=96）和男性组（n=43）中，SMI 与 ACR 呈负相关（P<0.001）；在女

性组（n=53）中，SMI 与 ALT、AST 呈正相关关系（P<0.05），尚不能认为 SMI 与 ACR 有相关

性。  

4.以蛋白尿为因变量，调整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各项指标等

因素，研究 SMI 对蛋白尿的影响，采用 Logistic 回归逐步法进行分析，纳入标准 0.05，排除标准

0.10，结果显示 SMI 项 β 值小于 0，OR 为 0.438（95% CI：0.292~0.658），P<0.001。 

结论  结果表明肌肉量减少是蛋白尿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在临床工作中，ACR 作为糖尿病患者早

期肾损伤的敏感指标，它的检测需引起足够重视，当 2 型糖尿病患者检测到蛋白尿时，应考虑可能

存在肌肉量的减少，提高对肌少症的认识并且做到尽早防治以减缓蛋白尿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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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3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1,5-AG 与 eGFR 的相关性研究 

 
刘敏,李娜,王彦 

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 2 型糖尿病并发糖尿病肾病或合并慢性肾脏病患者，血清 1,5-脱水葡糖醇（1,5-AG）与

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相关性，评价其作为血糖监测指标在不同肾功能状态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横断面研究 140 例住院 2 型糖尿病并发糖尿病肾病或合并慢性肾脏病患者，利用 MDRD 公

式计算 eGFR，并根据国际公认的 K/DOQI 指南按 eGFR 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 4 组：CKD 1 期有

32 例，CKD 2 期有 37 例，CKD 3 期有 37 例，CKD 4-5 期有 34 例。比较不同组间血清 1,5-AG、

HbAlc、FPG、FA、尿微白/肌酐、尿 α1-MG、性别、年龄、BMI、血脂等指标差异性，分析不同

组内血清 1,5-AG 与 HbAlc、FA、FPG 的相关性，分析不同组内血清 1,5-AG 与 eGFR、尿微白/肌

酐、尿 α1-MG 的相关性。 

结果  1.对 CKD 各组资料进行差异性分析，性别、年龄、血脂、BMI、HbAlc、FA、FPG 等无统计

学差异，表明四组血糖控制水平基本相同。血清 1,5-AG 于 CKD 3、4-5 期明显低于 CKD 1、2

期；随着肾功能的恶化，尿微白/肌酐、尿 α1-MG 逐渐升高。 

2.在 CKD 1-3 期，血清 1,5-AG 与 HbAlc（β=-17.015、-10.120、-12.063,P<0.05）、FPG（β=-

16.007、 -8.776、 -12.497,P<0.05）呈显著负相关，与 FA 仅于 CKD 1 期呈负相关（β=-

0.281,P<0.05）,与 eGFR 无相关性，表明血清 1,5-AG 可监测 CKD 1-3 期患者的血糖。 

3.在 CKD 4-5 期，血清 1,5-AG 与其他血糖监测指标（HbA1c、FPG、FA）不相关，但与 eGFR

呈正相关（r=0.700，β=0.502，P 均<0.05），与尿 α1-MG 呈负相关（r=-0.721，P<0.05），表明

eGFR 每升高 10ml/(min・1.73 ㎡)，血清 1,5-AG 升高约 5.02umol/L。 

结论  血清 1,5-AG 可以作为血糖短期评价指标，在 2 型糖尿病伴有 CKD 1-3 期患者中应用；但不

适用于 CKD 4-5 期患者。 

 
 

PU-0714 

2 型糖尿病患者接受对比剂后肾功能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临床探讨 

 
李倩 

广西医科大学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行冠脉造影检查后肾功能的变化，探讨糖尿病患者发生对比剂肾

病（Contrast Induced Nephropathy, CIN）的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对比剂肾病的发生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行冠状动脉造影和

（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 175 例。其中，2 型糖尿病患者 80 例，非糖尿病患者 95 例。

根据冠脉造影后 48 小时是否发生对比剂肾病分为 CIN 组（血清肌酐在对比剂使用 48 h 内升高

44.2 umol/L 或比基础值升高 25%）和非 CIN 组。分析造影前后血清肌酐（Scr）变化情况及其与

造影前血糖控制情况、肾功能水平的关系。 

结果  1.糖尿病组与非糖尿病组比较，造影前、后血清肌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造

影前比较，各组造影后血清肌酐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与非糖尿病组比较，造

影后糖尿病组血肌酐差值、肌酐差值百分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 两组患者对比剂

肾病发生率比较。糖尿病组对比剂肾病发生率 3.75%（3/80），非糖尿病组对比剂肾病发生率

3.16%（3/9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CIN 组与非 CIN 组造影前、后血清

肌酐变化的比较。两组患者造影前血清肌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造影后 CIN 组血

清肌酐水平、肌酐差值、肌酐差值百分比均明显高于非 CIN 组（P＜0.05）。5.造影后血肌酐变化

与造影前 FPG、2hPG、HbA1c、UA、 ccr 无显著相关关系（P＞0.05）。6.造影前 F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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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PG、HbA1c、SCr、UA、ccr 水平与是否发生对比剂肾病无显著 Logistic 回归关系（P＞

0.05）。 

结论  1.2 型糖尿病、非糖尿病患者在造影后均可能发生对比剂肾病，发生率分别为 3.75%，

3.16%。 

2.造影后血肌酐的变化与造影前 FPG、2hPG、HbA1c、UA、ccr 可能无关。 

3.造影后是否发生对比剂肾病与造影前 FPG、2hPG、HbA1c、Scr、UA、ccr 可能无关。 

4.造影前充分水化等预处理，并选择等渗非离子型对比剂，可能对预防和减少 2 型糖尿病患者对比

剂肾病的发生有利。 

 
 

PU-0715 

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肌肉量减少的检出率 

调查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杨越 

无 

 

目的  肌少症（sarcopenia）被认为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危害老年人群公共健康的问题。

肌肉量减少是肌少症的基础。 

本文通过采用两种不同工作组制定的肌少症的诊断标准，来比较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肌肉量减少的

检出率，并分析了肌肉量减少的相关危险因素，实现对其早期干预，以提高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生活质量。 

方法  选择于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77 例，年龄≥60 岁，均符合 WHO 于 1999 年制定的关于糖尿病诊断标准，使用人体成分分析仪

双能 X 线吸收测定法（DXA）检测患者四肢骨骼肌质量（ASM），算出四肢骨骼肌指数（SMI，四

肢肌肉质量/身高的平方），欧洲肌少症工作组（EWGSOP）推荐的肌肉筛查切割点为，SMI 低于

同性别健康成年人 2 个标准差；和亚洲肌少症工作组（AWGS）推荐的筛查切割点，我们分别使用

以上两种不同诊断的参考值得出本研究人群肌肉量减少的检出率，采用检出率较高的诊断标准将受

试者分为肌肉量减少组和正常组，收集并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指标，并分析肌肉量减少的

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1）采用 EWGSOP 和 AWGS 两种不同的诊断标准，肌肉量减少的检出率不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根据检出率较高的 AWGS 推荐的肌肉量减少筛查切割点，将受试者分为肌肉量减少组 28 例

和正常组 149 例，男性中肌肉量减少的比例高于女性；与正常组相比，肌肉量减少组的年龄、病

程、糖化血红蛋白（HbA1c）均较高，体重指数（BMI）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男性、年龄、病程、HbA1c 是本研究人群发生肌肉量减

少的危险因素，BMI 是其保护因素（P＜0.05）。 

结论  与 EWGSOP 相比，采用 AWGS 推荐的肌肉量减少筛查切割点，肌肉量减少的检出率更高。

采用 AWGS 推荐的诊断标准，男性、年龄、病程、糖化血红蛋白是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肌肉

量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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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6 

新发 2 型糖尿病治疗后短期发生进展性视网膜病变 2 例临床观察 

 
罗蓓 1,蒙碧辉 2 

1.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讨新发 2 型糖尿病治疗后短期内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临床特点和转归。 

方法  纳入新发 2 型糖尿病患者 2 例，收集其人口学资料，入院后均行 OGTT、C 肽释放试验、胰

岛素自身抗体检测，明确糖尿病诊断及分型，同时检查血生化，眼底照相或荧光造影，24 小时尿

蛋白定量，周围血管超声检查。住院期间均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出院后继续使用胰岛素治疗，随

访 6 个月至 4 年。每 3 至 6 个月返院复查以上项目。 

结果  两例患者均为新发 2 型糖尿病，中年男性，例 1 年龄 34 岁，例 2 年龄 40 岁。例 1 患者治疗

后 6 个月发生 DR，进展迅速，经眼科积极治疗，最后左眼视力保留，右眼完全失明。例 2 治疗后

3 个月余发生 DR，已光凝治疗，目前视力保留，病情不再进展。 

结论  （1）胰岛素治疗有可能诱发某些异质性 2 型糖尿病个体发生严重的视网膜病变。（2）新发

2 型糖尿病治疗前应常规检查眼底，实施胰岛素治疗后第一年建议每 3～4 个月检查一次眼底，如

患者有视力改变应随时检查。（3）当可疑为胰岛素诱发 DR 时应及时而谨慎调整降糖方案，并进

行有效的专科治疗，以阻止疾病进展，挽救患者视力。 

 
 

PU-0717 

IL-8 受体拮抗剂延缓糖尿病小鼠糖尿病肾病纤维化进展 

 
崔思远,万惠,王雯,朱晓晓,姚伟峰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DM）引起的严重微血管病变之一，目前仍无理想直接防治

DN 的策略。炎症反应参与 DM 诱导的肾脏纤维化发展，CXC 趋化因子家族中白介素-8（IL-8）与

其受体 CXCR1 及 CXCR2 结合后招募炎性细胞，同时通过激活信号通路参与炎症、血管生成及肿

瘤等多种病理过程。利用 DNA 重组技术研发 IL-8 类似物 G31P，研究证实 G31P 具有抗炎和抗肿

瘤作用，但 G31P 在 DN 中作用尚未清楚，故研究 G31P 对 DN 影响及机制，为防治 DN 寻找新靶

点。 

方法  6 周龄雄性 C57BL/6J 小鼠被随机分为对照组（Cntl）和实验组（DM），高脂饮食喂养联合

STZ 注射处理 DM 组，普通饮食喂养联合等量生理盐水注射处理 Cntl 组，再 G31P 皮下注射 4 周

处理 Cntl 组及 DM 组。测各组小鼠血糖、尿量、血尿素氮及尿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行 Masson

及天狼猩红染色，免疫组化测肾脏胶原 IV、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及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表达，RT-qPCR 测肾脏纤维黏连蛋白（FN）、结缔组织

生长因子（CTGF）、MMP-2、MMP-9、TGF-β、CXCR1 及 CXCR2 mRNA 水平，Western Blot

测肾脏 CTGF、TGF-β 及 ERK1/2 通路蛋白表达。 

结果  与 Cntl 组相比，DM 组小鼠血糖、尿量、血尿素氮及尿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升高，免疫组化

结果显示小鼠肾脏胶原 IV 及 TGF-β 表达增加而 MMP-2 及 MMP-9 表达减少，FN、CTGF、TGF-

β、CXCR1 及 CXCR2 mRNA 水平升高，MMP-2 及 MMP-9 mRNA 水平下降，CTGF、TGF-β 及

p-ERK1/2 蛋白表达增加；与 DM 组相比，DM+G31P 组小鼠尿量、血尿素氮及尿白蛋白与尿肌酐

比值下降，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小鼠肾脏胶原 IV 及 TGF-β 表达减少而 MMP-2 及 MMP-9 表达增加，

FN、CTGF、TGF-β、CXCR1 及 CXCR2 mRNA 水平降低，MMP-2 及 MMP-9 mRNA 水平升高， 

CTGF、TGF-β 及 p-ERK1/2 蛋白表达减少（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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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31P 通过抑制肾脏 ERK1/2 通路激活下调肾脏纤维化相关因子水平，缓解 DM 小鼠肾脏纤

维化及胶原沉积。G31P 延缓 DM 小鼠 DN 纤维化进展，为防治 DN 提供新研究方向。 

 
 

PU-0718 

津力达颗粒治疗糖尿病早期肾病的疗效观察 

 
马晶,吴东红,程瑶,梁桂敏,陈萍,王莹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津力达颗粒治疗糖尿病早期肾病的疗效及对患者血清胱抑素 C(CysC)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2 月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 100 例，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均采用饮食控制和糖尿病常规降糖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加用津力达颗粒治疗，疗程 3 个月。比较 2 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2 

h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肾功能、24h 尿微量白蛋白、胱抑素 C 水平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2 组空腹血糖、2 hPG、HbAlc 均较本组治疗前降低[观察组：（9.87±3.22）mmol

／ L 比（ 6.84±0.88）mmol／ L、（ 14.87±2.82）mmol／ L 比（ 10.26±2.43）mmol／ L、

（8.25±0.42）% 比（6.87±0.22）%；对照组：（10.22±2.78）mmol／L 比（7.41±1.12）mmol／

L、（14.79±3.20）mmol／L 比（11.62±2.55）mmol／L、（8.34±0.40）% 比（7.2±0.61）%]，

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治疗后，2 组 24h 尿微量白蛋白、胱抑素 C、肌酐较本组治疗前降低[观察组 24h 尿微量白蛋

白:(168.50±22.61)mg 比(108.33±20.97)mg，胱抑素 C：（1.76±0.24）比（1.02±0.25）m/s，肌

酐 ： (98.74±12.36)umol/L 比 （ 74.33±13.96 ） umol/L ； 对 照 组 24h 尿 微 量 白 蛋

白:(172.49±20.35)mg 比（149.82±19.97）mg，胱抑素 C：（1.77±0.22）m/s 比（1.33±0.20）

m/s，肌酐：(102.07±11.18)umol/L 比（89.93±10.91）umol/L]，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津力达颗粒可显著降低糖尿病早期肾病患者的尿蛋白和血清胱抑素 C 水平，改善肾功能，延

缓糖尿病肾病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PU-0719 

糖尿病合并气肿性膀胱炎 1 例 

 
廖倩,郑宏庭,王渊,童强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现将我科收治的 1 例糖尿病合并气肿性膀胱炎患者进行报道，并回顾文献，以提高临床医生

对糖尿病合并气肿性膀胱炎的认识。 

方法  通过对本科室 1 例糖尿病合并气肿性膀胱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当前文

献讨论其病因、临床表现、诊治方法。 

结果  患者宋某，女，49 岁，因“发现血糖升高 8 年，乏力、纳差 1 周”入院。既往史：17 年前行

“输卵管再通术”。查体：心肺（-），下腹部膨隆，可触及一较大质韧团块，形态规则，表面光滑，

可随体位改变，下腹叩诊鼓音，双下肢严重水肿。辅助检查：肝肾功能无明显异常，糖化血红蛋白

(HBA1C)13.4%↑，血常规：C 反应蛋白(CRP)181.4mg/L↑、白细胞(WBC)11.37×10^9/L↑、中性粒

细胞百分率 (NEUT%)81.0%↑，尿常规：比重 (SG)1.010↓、蛋白质 (PRO)1+g/L↑、尿红细胞

(BLD)3+↑、尿白细胞(LEU)3+↑、红细胞(RBC-F)31.6 个/ul↑、白细胞(WBC-F)1131.1 个/ul↑、细菌

(BACT)23950 个/ul↑，腹部立卧位平片提示下腹部局限性宽大气液平，腹部 CT 提示膀胱内积气，

尿培养出大肠埃希菌（ESBL+），诊断为“1.糖尿病 糖尿病酮症，2.气肿性膀胱炎”。治疗：给予美

罗培南抗感染、留置导尿、膀胱冲洗、胰岛素泵强化降糖及对症支持治疗 2 周后患者好转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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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气肿性膀胱炎虽是罕见的泌尿系感染，但是病情复杂，进展迅速，且其中约 87％为糖尿病患

者，感染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最常见的诱因，如不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将会使病情

急剧恶化，因此有必要提高临床医生对气肿性膀胱炎的认识和重视。 

 
 

PU-0720 

糖尿病酮症合并气肿性膀胱炎 1 例 

 
廖倩,郑宏庭,王渊,童强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现将我科收治的 1 例糖尿病合并气肿性膀胱炎患者进行报道，并回顾文献，以提高临床医生

对糖尿病合并气肿性膀胱炎的认识。 

方法  通过对本科室 1 例糖尿病合并气肿性膀胱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当前文

献讨论其病因、临床表现、诊治方法。 

结果  患者宋某，女，49 岁，因“发现血糖升高 8 年，乏力、纳差 1 周”入院。既往史：17 年前行

“输卵管再通术”。查体：心肺（-），下腹部膨隆，可触及一较大质韧团块，形态规则，表面光滑，

可随体位改变，下腹叩诊鼓音，双下肢严重水肿。辅助检查：肝肾功能无明显异常，糖化血红蛋白

(HBA1C)13.4%↑，血常规：C 反应蛋白(CRP)181.4mg/L↑、白细胞(WBC)11.37×10^9/L↑、中性粒

细胞百分率 (NEUT%)81.0%↑，尿常规：比重 (SG)1.010↓、蛋白质 (PRO)1+g/L↑、尿红细胞

(BLD)3+↑、尿白细胞(LEU)3+↑、红细胞(RBC-F)31.6 个/ul↑、白细胞(WBC-F)1131.1 个/ul↑、细菌

(BACT)23950 个/ul↑，腹部立卧位平片提示下腹部局限性宽大气液平，腹部 CT 提示膀胱内积气，

尿培养出大肠埃希菌（ESBL+），诊断为“1.糖尿病 糖尿病酮症，2.气肿性膀胱炎”。治疗：给予美

罗培南抗感染、留置导尿、膀胱冲洗、胰岛素泵强化降糖及对症支持治疗 2 周后患者好转出院。 

结论  气肿性膀胱炎虽是罕见的泌尿系感染，但是病情复杂，进展迅速，且其中约 87％为糖尿病患

者，感染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最常见的诱因，如不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将会使病情

急剧恶化，因此有必要提高临床医生对气肿性膀胱炎的认识和重视。 

 
 

PU-0721 

护理干预对糖尿病病人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陶惠芳 

浙江省杭州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对糖尿病病人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将 70 例糖尿病患者分为对照组，按常规给予健康宣教；护理干预组，除常规给予健康宣教

外，由专人针对不同个体、不同时期、不同的健康问题，负责实施全程护理干预。 

结果  护理干预组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后，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 。 

结论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对增强高血压患者用药的依从性，取得了明显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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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2 

胆汁酸对初诊断的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炎症与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石敏,张日东,张红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分析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总胆汁酸(total bile acid, TBA)、中性粒细胞与淋巴

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及 20/F-CPR×FBG 变化及其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本试验纳入了 104 名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不同

将研究对象分为 BMI 正常组（NB 组）和 BMI 增加组(IB 组)，2 组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的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TBA、NLR 和 20/F-CPR×FBG 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用

20/F-CPR×FBG 反映胰岛素抵抗。FBG 为空腹静脉血糖，F-CPR 为空腹血清 c 肽。 

结果  2 组研究对象性别、SBP、CHOL、TG、HDL-C、HbA1c、FBG、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

间接胆红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NB 组相比，2 型糖尿病 IB 组患者 BMI、

DBP、ALT、AST 及 F-CPR 明显增加（P＜0.05），而 TBA、HDL-C 及 20/F-CPR×FBG 明显减

少（P＜0.05）。2 组研究对象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及单

核细胞百分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2 型糖尿病 IB 组患者与 NB 组相比，淋巴细胞百分比明

显减少（P<0.01）；而中性粒细胞百分及 NLR 明显增加（P＜0.01）。Pearson 相关分析提示

TBA 与 NLR 呈负相关性(r=-0.199, P＜0.05)，而与 20/F-CPR×FBG 呈正相关(r=0.270, P＜0.05)。 

结论  初诊断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TBA 及 20/F-CPR×FBG 水平降低，而 NLR 升高，提示患者体

内存在微炎症状态；TBA 水平降低与微炎症及 20/F-CPR×FBG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有可能成为预

测 2 型糖尿病慢性炎症状态及胰岛素抵抗的新指标之一。 

 
 

PU-0723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维生素 D 水平 

与肝脏脂肪含量、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梁乐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1、通过采用标化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方法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探讨 2 型糖

尿病（T2DM）合并 NAFLD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肝脏脂肪含量的关系，分析影响 T2DM 患者肝脏

脂肪含量及合并 NAFLD 的可能危险因素。2、探讨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颈动

脉粥样硬化的关系，了解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发生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危险因素。为临床上

2 型糖尿病患者预防 NAFLD 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提供参考。 

结果  （1）T2DM 合并 NAFLD 组 TG、GGT、FPG、HbA1c、合并高血脂患病率较非 NAFLD 组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 25（OH）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按肝脏脂肪含量三分位点分组，各组 25（OH）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相关

分析提示肝脏脂肪含量与病程负相关，与 BMI、TG、AST、ALT、GGT、空腹血糖、HbA1c 正相

关（P 均＜0.05）,与 25（OH）D 无相关性（rs=0.009,P＞0.05）。（4）以肝脏脂肪含量为因变量

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TG 进入回归模型（P＜0.05）。以有无 NAFLD 为因变

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BMI、TG、HbA1c 进入回归模型（P＜0.05）。（5）T2DM 合并

NAFLD 患者中，硬化组年龄较非硬化组高，25（OH）D 水平较非硬化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6）相关分析示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年龄正相关，与 25（OH）D 负相关(P 均＜

0.01)，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5（OH）D 进入回归模型（P＜0.01）。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504 

 

结论  （1）维生素 D 与 T2DM 患者 NAFLD 的发生及肝脏脂肪含量无相关性。（2）BMI、TG、

HbA1c 是 T2DM 患者并发 NAFLD 的危险因素。（3）BMI、TG 是影响肝脏脂肪含量的危险因素。

（4）年龄是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并发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25（OH）D 是其保护因素。 

 
 

PU-0724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维生素 D 水平 

与肝脏脂肪含量、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梁乐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1、通过采用标化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方法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探讨 2 型糖

尿病（T2DM）合并 NAFLD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肝脏脂肪含量的关系，分析影响 T2DM 患者肝脏

脂肪含量及合并 NAFLD 的可能危险因素。2、探讨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颈动

脉粥样硬化的关系，了解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发生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的 T2DM 患者 188 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生化指

标，并通过超声检查等技术计算肝脏脂肪含量（LFC）、测定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1）将 188

例 T2DM 患者根据有无合并 NAFLD 分为 NAFLD 组和非 NAFLD 组，对两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

（2）根据 LFC 三分位点分为 Q1、Q2、Q3 三组，对三组间维生素 D 进行比较。（3）将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按有无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分为硬化组和非硬化组，对两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1）T2DM 合并 NAFLD 组 TG、GGT、FPG、HbA1c、合并高血脂患病率较非 NAFLD 组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 25（OH）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按肝脏脂肪含量三分位点分组，各组 25（OH）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相关

分析提示肝脏脂肪含量与 BMI、TG、AST、ALT、GGT、FPG、HbA1c 正相关（P 均＜0.05）,与

25（OH）D 无相关性（P＞0.05）。（4）以肝脏脂肪含量为因变量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BMI、TG 进入回归模型（P＜0.05）。以有无 NAFLD 为因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BMI、TG、HbA1c 进入回归模型（P＜0.05）。（5）T2DM 合并 NAFLD 患者中，硬化组年龄较

非硬化组高，25（OH）D 水平较非硬化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相关分析示

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年龄正相关，与 25（OH）D 负相关，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5

（OH）D 进入回归模型（P＜0.01）。 

结论  维生素 D 与 T2DM 患者 NAFLD 的发生及 LFC 无相关性。BMI、TG、HbA1c 是 T2DM 患者

并发 NAFLD 的危险因素。BMI、TG 是影响 LFC 的危险因素。年龄是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并

发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25（OH）D 是其保护因素。 

 
 

PU-0725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甲状腺疾病观察分析 

及其甲状腺功能状态与相关指标的关系研究 

 
韦丽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甲状腺疾病患病情况；研究 2 型糖尿病患者甲状腺功能状态与

血糖水平、血管病变、骨质疏松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 677 例（其中男性 395 例，女性 282 例）相关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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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住院的 2 型糖尿病合并甲状腺疾病患病情况：甲亢 19 例（2.8%），亚甲亢 3 例

（0.4%），甲减 9 例（1.3%），甲减 9 例（1.3%），甲状腺结节 67 例（9.9%），ESS4 例

（0.6%），甲状腺癌 2 例（0.3%），甲状腺炎 2 例（0.3%）；60 岁及以上 2 型糖尿病患者较 60

岁以下患者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P=0.004），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甲亢及甲状腺结节较男性

检出率较高（P＜0.05）。2、HbA1c＞9%组患者 TT3 及 TSH 水平低于 HbA1c≤9%组患者，HbA1c

＞9%组患者 FT4 水平高于 HbA1c≤9%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3、大血管病变组

患者 TT3、FT4 水平低于无大血管病变组（P=0.003，0.024），回归分析未发现 TT3、TT4、FT3、

FT4、TSH 是大血管病变的相关危险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TT3 水平越低，发生微血管病变的危

险性越高（β=-0.618，P=0.012）。4、年龄≥50 岁男性的 2 型糖尿病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TSH 水平

越低，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性越高（β=-0.148，OR=0.862，P=0.038）；绝经后女性 T2DM 患者

回归分析结果未发现 TT3、TT4、FT3、FT4、TSH 是绝经后女性 2 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危险因

素。 

结论  1、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甲状腺结节检出率最高（9.9%），年龄大于 60 岁及以上 2 型糖

尿病患者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甲亢及甲状腺结节均较男性检出率高。 

2、血糖控制欠佳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可能合并低水平 T3，FT3、FT4、TSH 可能参与血糖的调节。 

3、较低的 T3水平可能是 2 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微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之一。 

4、对于年龄大于 50 岁及以上的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在正常值范围内的较高水平的 TSH 对其骨

量可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对于绝经后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TSH 的此种保护作用并不明显。 

 
 

PU-0726 

T2DM 患者泵强化治疗后续不同方案选择与相关因素分析 

 
程越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 548 例胰岛素泵强化治疗的住院 T2DM 患者，探究应用短期 CSII 治疗后,其后续降

糖方案与一般情况及理化指标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 

方法    收集并整理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 2 型糖尿病住

院患者 548 例，采集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入院时初次空腹检测的临床理化指标等，进一步按

照胰岛素泵强化后续方案的选择，将患者分为 4 组，即 0 针组：1 种或两种及以上口服降糖药物

（Oral antidiabetic drug,OAD）；一针组：一针基础胰岛素和（或）联合 OAD；两针组：两针预

混胰岛素和（或）联合 OAD；四针组：一针基础胰岛素配合三针餐时胰岛素和（或）联合 OAD，

比较不同组别之间一般情况以及客观理化指标是否具有差异性。 

结果  1.短期 CSII 强化后续不同方案一般情况的比较就年龄而言，与 2 针组比较，0 针组，1 针

组，4 针组的年龄均与其有统计学差异（P＜0.01）；0 针组的平均病程最短为 4.49±5.48 年，且与

其他三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其次分别为 1 针组、4 针组、2 针组；0 针组的平均 BMI 是所有组

别中最大的为 26.74±3.98，与 1 针组、2 针组及 4 针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0 针组的平均腰围为

93.11±10.47cm，高于其他组别并与其余三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2. 短期 CSII 强化后续不同方案理化指标的比较 

0 针组 HbA1c 均值为 9.18±1.84，低于其他组别且与其余三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2

针组与 1 针组及 4 针组相比也有统计学意义，1 针组与 4 针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0 针组的 C 肽在

0min、60min、120min 与 2 针组和 4 针组比较均有意义，1 针组与 4 针组比较在 0min、60min、

120min 均有统计学意义。血脂及甲状腺功能各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CSII 后续方案的选择中 2 针预混胰岛素组的平均年龄及病程最长；0 针组患者平均病程最

短，平均 BMI 及腰围最大；0 针患者的 HbA1c 及 C 肽水平均优于其他组，HbA1c 水平也随着针数

的增加而呈递增的趋势，C 肽水平逐渐降低，4 组间血脂水平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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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7 

贵阳市云岩区社区中老年居民 

3 年糖尿病发病率及危险因素探讨 

 
方楚文,张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调查贵阳市云岩区社区 40 岁及以上居民 3 年糖尿病累积发病情况及危险因素。 

方法  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10 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贵阳市云岩区社区 40 岁以上常驻居民

共 10140 人，并于 2014 年对该人群进行随访，两次调查对象均进行相同标准的问卷调查、体格检

查及血脂、OGTT 试验测定。最终，5958 名基线及随访资料完整且基线无糖尿病的研究对象被纳

入到分析当中。 

结果  研究人群中糖尿病 3 年累积发病率为 6.13％，基线非糖尿病人群转归为糖尿病的主要影响因

素为年龄[ OR (odds ratio)=1.589，95％CI (confidence interval) 1.395～1.809，P<0.0001]，体重

指数(OR=2.012，95％CI 1.632～2.479，P<0.0001)，脉率(OR=1.019，95％CI 1.012～1.025，

P<0.0001)，家族史 (OR=1.700，95％CI 1.299～2.225，P=0.039)。基线空腹血糖(OR=3.132，

95％CI 2.478～3.958, P<0.0001)、基线 OGTT 2h 血糖(OR=1.698，95％CI 1.574～1.832，

P<0.0001)，总胆固醇(OR=1.350，95％CI 1.060～1.719，P=0.015)、甘油三酯(OR=2.196，95％

CI 1.758～2.743，P<0.0001)、高密度脂蛋白(OR=0.540，95％CI 0.375～0.776，P=0.001)、低

密度脂蛋白(OR=1.614，95％CI 1.094～2.382，P=0.016)。 

结论  贵阳社区糖尿病人群 3 年糖尿病累计发病率为 6.13%，糖尿病发病风险与年龄、脉率、糖尿

病家族史、超重与肥胖、基线血糖、血脂水平显著相关。 

 
 

PU-0728 

外源性胰岛素与 2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胰岛素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廖世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 

 

目的  探讨外源性胰岛素(EIns)的使用对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空腹胰岛素（FIns）水平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年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T2DM 患者 447 例为研究对

象。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按照 FIns 水平三分位数将患者分为低 FIns 组(FIns≤8.1 

mU/L)、中 FIns 组(8.1 mU/L＜FIns≤12.0 mU/L)和高 FIns 组(FIns＞12.0 mU/L)。 

结果  各组初治、使用 EIns、酮症、NAFLD 病史、高血压病史、高尿酸（痛风）病史、高血脂病

史、BMI、HbA1c、G120、Gmax、Tmax、Gr、HOMA-β、HOMA-IR、WBC、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使用 EIns〔OR=3.768，

95%CI（2.248，6.314）〕、NAFLD 病史〔OR=1.543，95%CI（1.037，2.295）〕、BMI

〔OR=1.223，95%CI（1.145，1.307）〕、HbA1c〔OR=0.861，95%CI（0.755，0.983）〕、

Tmax〔OR=0.989，95%CI（0.980，0.997）〕是 FIns 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使用 EIns 可能促进 T2DM 患者 FIns 水平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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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9 

Egr1 介导 lncRNA Arid2-IR 促进糖尿病肾脏病系膜基质沉积 

 
杨炎林,贾懿劼,郑宗基,薛耀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生长反应蛋白 1(Early growth response protein 1,Egr1)介导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Arid2-IR 促进糖尿病肾脏病系膜基质沉积（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方法  体内实验：采用高糖高脂饲料喂养联合腹腔注射小剂量链脲佐菌素诱导 C57BL/6J 小鼠

（n=15）建立 2 型糖尿病动物模型，同系小鼠正常饮食（n=5）作为对照。DM 小鼠（n=5）采用

流体动力学法分别转染 shEgr1 和 Egr1 质粒。RT-qPCR 检测基因表达，免疫组化法检测肾皮质蛋

白表达；体外实验：采用高糖刺激的小鼠肾小球系膜细胞 SV40-MES-13，瞬时转染 shEgr1 和

Egr1 质粒并同时转染 Arid2-IR 小干扰 RNA。RT-qPCR 检测基因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

达。各指标数据采用均数±标准误（X±SE）表示，多组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正态分布两

样本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时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DM 小鼠肾皮质 Egr1 和 lncRNA Arid2-IR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同时 EMC 标

志物 Col1a1 和 α-SMA 的表达也显著升高。过表达 Egr1 能上调 lncRNA Arid2-IR 的表达水平，相

反，沉默 Egr1 能抑制 lncRNA Arid2-IR 的表达。体外实验证明，lncRNA Arid2-IR 表达随着 Egr1

的浓度升高而增加。过表达 Egr1 上调的 Col1a1 和 α-SMA 能被沉默 lncRNA Arid2-IR 抑制。此

外，Egr1 能靶向结合在 lncRNA Arid2-IR 的启动子区，促进其转录。 

结论  Egr1 部分通过上调 Arid2-IR 促进肾小球系膜基质沉积，因此 lncRNA Arid2-IR 有望成为糖尿

病肾脏病治疗的新靶点。 

 
 

PU-0730 

Lnc RNA（NR_022011）以竞争性内源性角色 

参与高糖培养 HK-2 细胞损伤机制研究 
 

秦贵军,宋怡,郭丰,崔颖,刘丹青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课题组通过构建高糖培养的人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内差异 lncRNA 芯片表达谱及 lncRNA-

miRNA-mRNA 网络互作图，探索 lncRNA（NR_022011）参与高糖致 HK-2 细胞纤维化损伤的具

体机制，明确该分子网络具体调控作用。 

方法  正常糖(5.6 mmol/L)和高糖(25mmol/L)培养 HK-2，构建 lncRNA 芯片表达谱及 lncRNA-

miRNA-mRNA 网络互作图；以不同糖浓度培养人肾小管近曲小管上皮细胞不同时间，并用 rt-pcr

检测差异 lncRNA，miRNA、mRNA 表达，确定 lncRNA（NR_022011）与 TXNIP 表达呈正相

关，与 miR-520c-3p 表达成负相关；预测 lncRNA 的蛋白编码能力， FISH 检测 lncRNA 及 miR-

520c-3p 表达及定位；以 lncRNA siRNA 转染 HK-2 细胞，IF、WB 观察其对 TXNIP 表达及 HK-2

细胞纤维化影响；转染 miR-520c-3p mimics 和 inhibitor，检测其对 NR_022011 和 TXNIP 表达调

节；分别构建 NR_022011、TXNIP 双荧光重组质粒报告系统、RIP 实验，检测 lncRNA、TXNIP

与 miR-520c-3p 的内源性结合，rescue 实验进一步深入探究 NR_022011 通过 miR-520c-3p 对

TXNIP 蛋白的调节以及对 HK-2 细胞纤维化损伤的具体机制。 

结果  ①Q rt-PCR 检测 HK-2 细胞内 NR_022011、TXNIP 表达水平，其与芯片结果一致；②FISH

实验显示 NR_022011 及 miR-520c-3p 共定位于胞浆且在高糖内表达升高；③IF、WB 显示下调

NR_022011 或上调 miR-520c-3p， TXNIP 表达下降且 HK-2 细胞 EMT、纤维化标志物 E-cadh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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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升高、FN、COL IV、Vimentin 表达下降；④RIP 实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表明 miR-520c-

3p 与 NR_022011、TXNIP 存在内源性结合；⑤rescue 实验表明 NR_022011 通过 miR-520c-3p

调节 TXNIP 表达，进而参与 HK-2 细胞纤维化损伤机制。 

结论  本课题提出 lncRNA—miR-520c-3p—TXNIP 全新调控通路参与高糖致 HK-2 细胞纤维化损伤

机制，为进一步体内验证该 lncRNA 参与糖尿病肾脏损伤提供基础。 

 
 

PU-0731 

miR-4756 通过靶向调控 SESN2 

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 EMT 和内质网应激的机制研究 

 
郑宗基,贾懿劼,杨炎林,邹美娜,李际敏,王玲,关美萍,薛耀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DKD）已成为慢性肾病的主要原因，蛋白尿是促进 DKD 进展的关键因素。我

们既往的芯片结果表明，与 DM 患者相比，大量白蛋白尿的 DKD 患者的尿胞外囊泡中 miR-4756

显著上调，表明 miR-4756 可能在 DKD 进程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将探索 miR-4756 在肾小管上皮

细胞 EMT 和内质网应激的机制。 

方法  在人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系（HK-2）中采用 Lipo3000 转染 miR-4756 模拟物（mimic）和抑

制剂（inhibitor）以及 SESN2 过表达质粒 pLV-SESN2 和小干扰 RNA si-SESN2。使用 RT-PCR

和 WB 技术检测 EMT 指标 α-SMA 和 E-cadherin 和内质网应激指标 Chop 和 GRP78 的表达，并检

测 AMPK 和 ERK1/2 信号通路蛋白的表达。最后采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法证明 miR-4756 直接靶

作用于 SESN2。 

结果  1、人血清白蛋白 HSA（10mg/ml）刺激 HK-2 细胞 48h 后，RT-PCR 和 WB 检测结果表明

α-SMA，Chop 和 GRP78 表达水平增加，而 E-cadherin 表达显著降低，与此同时，miR-4756 表

达显著升高。 

2、在 HK-2 细胞中过表达 miR-4756 可显著升高 α-SMA，Chop 和 GRP78 表达并以及降低 E-

cadherin 表达。反之亦然。 

3、KEGG 软件分析探索 miR-4756 可能的靶基因，发现 SESN2 参与 p53 诱导的与内质网应激和

EMT 相关的 DNA 修复和损伤预防。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表明，miR-4756 直接靶向作用于

SESN2。 

4、pLV-SESN2 转染 HSA 刺激的 HK-2 细胞，α-SMA，Chop 和 GRP78 表达水平显着降低，E-

cadherin 表达增加，反之亦然。 

5、将 miR-4756 的 mimic 和 pLV-SESN2 共转染。miR-4756 mimic 上调 α-SMA，Chop 和

GRP78 的表达，并降低 E-cadherin 表达，而 pLV-SESN2 则逆转 miR-4756 mimic 效应。 

6、miR-4756 mimic 显着降低 AMPK 磷酸化并增加 ERK1/2 磷酸化水平。 

结论   miR-4756 通过靶向抑制 SESN，调控 AMPK 和 ERK1/2 信号通路，进而促进肾小管上皮细

胞 EMT 和内质网应激。miR-4756 可能为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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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2 

二甲双胍对糖尿病大鼠皮肤 MAPK/NF-κB 炎症信号通路的影响 

 
陈向芳,汤玮,刘子毓,卢晓晓,张贝,邹俊杰,石勇铨,刘志民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 MAPK/NF-κB 炎症信号通路在糖尿病大鼠皮肤损害中的作用及二甲双胍对其具有保护作

用的机制研究。 

方法  采用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方法建立糖尿病大鼠模型。将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Con 组）、糖

尿病组（DM 组）和二甲双胍干预组（Met 组）。致病 12 周后，肝素抗凝血收集血浆，取背部全

层皮肤组织标本。观察皮肤组织学的改变，检测表皮厚度、皮肤组织糖和 AGEs 含量;应用免疫组

化法检测皮肤组织 AGEs 和 RAGE 的表达及定位，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皮肤组织丝裂原活化

蛋白（MAPK）信号转导系统中 NF-KB/P-NF-KB、AKT/ P-AKT、JNK/ P-JNK、ERK/ P-ERK、

P21、P53/P-P53、P38/P-P38、Gadd45a/45b、Cyclin B1/D1、CDK2/4、caspase3、Bax/Bcl-

2、IL-1b、IL-6、TNF-a、COX-2、ICAM-1 等炎症、周期、凋亡相关蛋白。 

结果   糖尿病大鼠皮肤明显变薄，表皮细胞数量减少，复层排列缺乏，表皮厚度明显薄于正常对照

大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二甲双胍干预组大鼠皮肤厚度较糖尿病组明显增加，表皮细

胞数量减少程度和复层排列缺乏程度均明显改善 (P<0.01); 糖尿病大鼠组皮肤组织 AGEs 蛋白和

RAGE 蛋白表达均强烈而广泛，二甲双胍干预组皮肤组织 AGEs 蛋白和 RAGE 蛋白表达均较糖尿

病组表达减弱。糖尿病大鼠皮肤组织 P-ERK1/2、P-JNK、P-AKT、P-P38、NF-κB 和下游因子

ICAM1、COX-2、IL-6、IL-1β 和 TNF-αmRNA 表达较对照组增强(P<0.01)，而二甲双胍组较糖尿

病组表达减弱（P<0.01)）；P-ERK1/2、P-JNK、P-AKTmRNA 表达较对照组减弱(P<0.01)，二甲

双胍组较糖尿病组表达增强（P<0.01)）。 

结论  糖尿病大鼠皮肤存在损害与 MAPK/NF-KB 炎症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而二甲双胍可能通过抑

制 MAPK/NF-KB 炎症信号通路的激活对糖尿病大鼠皮肤具有保护作用。 

 
 

PU-0733 

长链非编码 RNA 在高糖培养 HK-2 细胞内的表达谱初步研究 

 
宋怡,郭丰,秦贵军,黄凤娟,范迅捷,权政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是长度大于 200 个核苷酸不具蛋白编码能力的 RNA，研究表明

lncRNA 参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病过程，但其机制不清。本研究运用 lncRNA 芯片技术，初步探究

lncRNA 在高糖培养的人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HK-2 细胞）内表达谱，对差异表达 lncRNA、

mRNA 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旨在阐明 lncRNA 在 HK-2 细胞损伤中的差异表达及生物学功能，以

期寻找糖尿病肾病特异性标记物及潜在的干预靶点。 

方法  （1）正常糖(5.6 mmol/L)和高糖(25mmol/L)培养 HK-2 细胞 48 小时，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进行

实验。（2）运用 Arraystar 人类 LncRNA 芯片方法对两组细胞（进行 3 次生物学重复）进行分

析，构建 lncRNA 和 mRNA 差异表达谱，通过 P-value/FDR 筛选两组样品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

异表达 LncRNA 和 mRNA，并对其中 12 条 lncRNA 进行 rt-pcr 检测。（3）对差异表达谱进行生物

信息学分析，构建 ceRNA 网络结构图，预测差异 lncRNA 相关基因的功能和作用通路。 

结果  （1）正常和高糖培养的 HK-2 细胞中 lncRNA 和 mRNA 表达谱存在差异：高糖 HK-2 细胞中

lncRNA 表达上调 2 倍以上 3650 个，下调 2 倍以上 3101 个（P<0.05)；（2）聚类图表明个样本之

间差异表达 lncRNA 具有均一性。rt-pcr 检测表达呈升高及下降趋势的 lncRNA 共 12 条，其中 10

条 lncRNA 表达与芯片结果一致；（3）GO 分析显示上调基因的显著功能有 82 条，涉及差异表达

基因 21 个，下调基因显著功能 112 条，涉及差异基因 32 个，其生物过程主要集中在应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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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应激、表面受体调节、细胞代谢等，分子功能主要集中在 DNA 结合、钙、铁离子调节、转录

因子结合等方面。Pathway 分析显示基因调控主要集中在脂代谢、MAPK 通路、炎症、氧化还原通

路等，提示众多基因和通路组成复杂的调控网络参与细胞精细调控过程。 

结论  高糖培养的 HK-2 细胞中 lncRNA、mRNA 表达谱存在显著变化；通过对显著变化的 mRNA

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及功能研究，可有助于寻找糖肾发生过程中潜在特异性干预靶点，从而提出新

的治疗策略。 

 
 

PU-0734 

DPP-4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与单独应用胰岛素治疗 

2 型糖尿病的降糖疗效比较：随机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 

 
田勍,杨进,王海宁,高洪伟,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目前已有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CT）比较了 DPP-4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与单独应用胰岛素

治疗 2 型糖尿病（T2DM）的降糖疗效，但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 meta 分析旨

在比较 DPP-4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与单独应用胰岛素治疗 T2DM 患者的疗效。 

方法  检索 MEDLINE、EMBASE 及 Cochrane 数据库发表的关于比较 DPP-4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

疗与单独应用胰岛素治疗 T2DM 患者的 RCT，可以伴有或不伴有其他口服降糖药物治疗。采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评价 RCT 的文献质量。采用 RevMan 5.3 软件对 DPP-4 抑制剂联合

胰岛素治疗与单独应用胰岛素治疗的 T2DM 患者进行 meta 分析。主要终点指标是研究结束时，糖

化血红蛋白（HbA1c） 自基线变化的绝对值。 

结果  本研究入选 18 项 RCT，共计 6 493 例 T2DM 患者，平均随访时间 32 周。与单独应用胰岛

素治疗相比，DPP-4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可以更好地降低 T2DM 患者 HbA1c 水平（WMD=-

0.52%，95% CI: -0.61 ~-0.43，P<0.0001）。 

结论  与单独应用胰岛素治疗相比， DPP-4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在降低 T2DM 患者 HbA1c 水平

方面更有优势。 

 
 

PU-0735 

德谷门冬双胰岛素在健康中国受试者中 

进行单剂量给药后的药代动力学评估 

 
史爱欣 1,李扬 1,谢潘潘 1,齐文渊 1,杨蕾 1,Edmond Fita2,徐洪菲 3,张冉 3,Hanne Haahr2 

1.北京医院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2.Novo Nordisk A/S 

3.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包含 70%德谷胰岛素（insulin degludec，IDeg）和 30%门冬胰岛素（insulin 

aspart，IAsp）的复方制剂德谷门冬双胰岛素（IDegAsp），其两个组分的作用独立且稳定。本研

究旨在评估 IDegAsp 在健康中国受试者中进行单剂量（SD）给药后，IDeg 和 IAsp 的药代动力学

（PK）特性，及 IDegAsp 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方法  单中心、开放、单剂量给药试验（NCT02844790）。经过筛选后，24 名健康中国受试者

（平均年龄 28.6 岁[范围：21-43 岁]；平均体重 62.7 kg [51.9-76.0 kg]；平均 BMI 22.0 kg/m2 

[19.1-24.3 kg/m2]；男性 62.5%）接受了单剂量 IDegAsp 给药（0.5 U/kg），并完成试验。 

结果   IDegAsp 单剂量给药后： IDeg 的 120 小时总暴露（AUCIDeg,0-120h,SD）估计为 88,271 

pmol*h/L（95%置信区间 [CI] 83,615；93,187），峰浓度（Cmax,IDeg,SD）估计为 3472 p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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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 3013; 4002），浓度达峰时间（tmax,IDeg,SD）中位值为 10.5 小时；IAsp 的 12 小时总暴露

量（AUCIAsp,0-12h,SD）估计为 541 pmol*h/L（95% CI 502;582），峰浓度（Cmax,IAsp,SD）估计为

217 pmol/L（95% CI 193; 244），达峰时间（tmax,IAsp,SD）中位值为 1.0 小时，出现时间中位值为

14 分钟。3 位受试者共报告 6 例治疗中出现的不良事件（均为非严重事件）。 

结论  IDegAsp 的 PK 数据显示，IAsp（餐时胰岛素）的快速吸收特性及 IDeg（基础胰岛素）的超

长 PK 特性在健康中国受试者中均得以保持；这提示 IDegAsp 在中国受试者中能够发挥降糖效果

（餐时和基础组分独立发挥作用）。需注意，由于独特的分子结构和延长的作用机制，IDeg 能够

可逆地结合血清白蛋白；因此 IDeg 的浓度测定结果为总量（结合量和游离量）；而 IAsp 不结合白

蛋白（测定结果为游离量）。二者的血清浓度不会叠加；由于 IDeg 能够结合白蛋白，二者的浓度

在数值上有若干数量级的差异。因此，直接比较 IDeg 与 IAsp 或其他结晶胰岛素的 PK 特性并不恰

当。IDegAsp 的耐受性良好，且未发现任何新的安全问题。 

 
 

PU-0736 

1 型糖尿病合并妊娠患者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 

与每日多次胰岛素注射对妊娠结局影响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丁宇,秦瑶,张梅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 1 型糖尿病合并妊娠患者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CSII）与每日多次胰岛素注射（MDI）

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数据库收集相关文献，检索截止时间是 2017 年

1 月(检索更新日期为 2018 年 1 月)，检索词为糖尿病、胰岛素注射方式和不良妊娠结局。纳入的研

究类型包括随机对照试验和观察性研究，后者包括回顾性和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的研究均报告了

1 型糖尿病合并妊娠患者孕期采用 CSII 和 MDI 方法的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不良妊娠结局包括

流产、早产、子痫、剖宫产、母亲严重低血糖症、先天畸形、新生儿低血糖症、大于胎龄儿

（LGA）、小于胎龄儿（SGA）、巨大儿、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死胎及新生儿死亡等。 

结果  研究共纳入 17 个观察性研究。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孕早期或孕晚期两组间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水平无统计学差异。与 MDI 组相比，CSII 组的新生儿低血糖症和 LGA 发生率更高，相

对风险值 (RR) 分别是 1.24[1.07, 1.44] 和 1.20[1.06，1.36]。其他不良妊娠结局，例如流产、早

产、子痫、剖宫产、母亲严重低血糖症、先天畸形、SGA、巨大儿、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死胎及

新生儿死亡等，两组之间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17 项研究中 9 项比较了孕晚期两组间每日每公

斤体重胰岛素使用剂量，其中 4 项研究结果显示两组间胰岛素使用量无统计学差异，5 项研究结果

显示 CSII 组胰岛素使用剂量少。此外，孕早期到孕晚期，两组的胰岛素使用量均增加。CSII 组胰

岛素使用量由 0.51-0.69（单位/公斤/天）增长到 0.59-0.95（单位/公斤/天），而 MDI 组由 0.53-

0.75（单位/公斤/天）增长为 0.77-1.10（单位/公斤/天），两组间胰岛素增长量无统计学差异

（p=0.88）。 

结论  CSII 和 MDI 均能有效地控制 1 型糖尿病合并妊娠患者孕期的血糖，CSII 组患者胰岛素使用

剂量少。MDI 组患者新生儿低血糖症和 LGA 发生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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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7 

糖尿病患者减重手术系统评价质量评价 

 
金昕晔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旨在运用 AMSTAR 工具评价减重手术治疗糖尿病相关系统评价的质量，为相关指南使用证

据提供参考。 

方法  系统检索 Medline (via PubMed)、EMBASE、Epistemonikos、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CBM、CNKI 和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两名研究人员独立

进行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和文献评价，如遇分歧讨论或咨询第三方解决。数据录入和分析使用

2013 版 Microsoft Excel，数据可视化使用 RevMan 5.3 软件制作森林图实现。 

结果  最终纳入 64 篇系统评价，系统评价每篇 AMSTAR 总体评分为 7.4±1.7，AMSTAR 总体评分

结果主要集中在 7 分（21 篇，32.8%）和 8 分（14 篇，28.1%）。在发表年份方面，2016 年之前

发表的相对于 2016 年之后发表的系统评价 AMSTAR 总评分而言，其 MD= -0.79, 95%CI [-1.65, 

0.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7）；在第一作者国家方面，中国发表的系统评价相对于非中国

发表的系统评价 AMSTAR 总评分而言，其 MD= 1.10, 95%CI [0.29, 1.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8）；在发表语言方面，中文发表的系统评价相对于英文发表的系统评价 AMSTAR 总评

分而言，其 MD= 0.21，95%CI [-0.55, 0.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 在作者数量方面，

作者数量＜6 的系统评价相对于作者数量≥6 的系统评价 AMSTAR 总评分而言，其 MD= -0.36，

95%CI [-1.22, 0.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1）；在系统评价的综合评价上，2016 年之后高

质量的系统评价相对于低质量的系统评价 AMSTAR 总评分而言，其 MD= 1.75，95%CI [1.01, 

2.4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01）。 

结论  减重手术治疗糖尿病的系统评价数量逐年增长，但只有少部分系统评价符合支撑指南推荐意

见的标准。研究方案未注册、未检索灰色文献、将灰色文献作为纳入排除标准、未评估发表偏倚及

未报告利益冲突是该主题系统评价 AMSTAR 评分不高的主要原因。 

 
 

PU-0738 

2 型糖尿病不同尿白蛋白排泄率患者血清 IL-17 水平分析 

 
李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不同尿白蛋白排泄率患者血清 IL-17 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住院患者 160 例作为病例组，

将其依据美国 ADA（2012 年）推荐的筛查和诊断微量白蛋白尿方法——尿白蛋白排泄率

（UACR，尿白蛋白/尿肌酐）水平分组，分为正常白蛋白尿组（T1 组）、早期糖尿病肾脏疾病组

（T2 组）、临床糖尿病肾脏疾病组（T3 组），收集健康体检者 6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T0 组)。分

别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并计算其体重指数，留取晨尿及静脉血，分别检测

尿白蛋白、尿肌酐、FBG、HbA1C、血清肌酐、血尿素氮，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

测血清中 IL-17 浓度。 

结果  与 T0 组相比，T2DM 患者的 IL-17 明显升高，且随尿白蛋白排泄率的升高而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SCr、BUN 及血清 IL-17 均为影响 Ln（UACR）的主要因素。血清 IL-17 与

FBG、HbA1C、SCr、BUN、Ln（UACR）均呈正相关（P 均<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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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L-17 较 UACR 更早呈现升高趋势，且随糖尿病肾脏疾病病程进展水平逐渐升高，血清 IL-17

可能成为新的糖尿病肾脏疾病早期诊断及判断病程进展的重要指标。血清 IL-17 作为糖尿病肾脏疾

病早期诊断的指标可能比 UACR 更加敏感。 

 
 

PU-0739 

FGF21 基因区域的遗传变异与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肾功能相关 

 
虞伟慧 1,朱虹 1,陈雄 1,顾雪疆 1,章惺惺 1,沈飞霞 1,胡承 2,3,贾伟平 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上海市糖尿病重点实验室，上海市糖尿病

临床医学中心 

3.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奉贤区中心医院 

 

目的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FGF21）与包括糖尿病在内的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研究表明

FGF21 可能起对糖尿病肾脏病起到保护作用。然而，FGF21 基因区域的遗传变异与糖尿病肾脏病

的相关性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 FGF21 基因区域的遗传变异与糖尿病肾脏病及其相关临床性

状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340 例中国汉族 2 型糖尿病患者，包括 596 例糖尿病肾脏病患者以及 744 例

对照（诊断糖尿病超过 5 年，但仍未发生糖尿病肾脏病的患者）。我们检测了 rs838133, 

rs2071699, rs838136 及 rs499765 这 4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位点，同时分析了这些 SNP 位点与糖尿病肾脏病及其相关临床性状之间的关联。 

结果  我们并未发现上述 SNP 位点与糖尿病肾脏病之间的关联。然而，我们发现其与估算的肾小球

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密切相关。在非糖尿病肾脏病组中，

rs838136 与 eGFR 在加性模型下显著相关（β=0.013±0.006，P=0.0295，β 是针对 log10eGFR 计

算的），两者在隐性模型下亦显著相关(P=0.0385)； rs499765 与 eGFR 在显性模型下显著相关

（P=0.0411）。在糖尿病肾脏病组中， rs499765 与 eGFR 在加性模型下有相关趋势（β=-

0.022±0.012，P=0.0820，β 是针对 log10eGFR 计算的 )，而两者在显性模型下显著相关

（P=0.0182）。 

结论  本研究发现 FGF21 基因区域的遗传变异与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肾功能相关。 

 
 

PU-0740 

达格列净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临床观察及对氧化应激的影响 

 
罗娟,赵新兰,李浪波 

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达格列净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探讨达格列净对氧化应激水平的影

响。 

方法  纳入 2017 年 05 月~2017 年 9 月在我院就诊的使用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血糖控制未达标的老

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40 例，其中男性 32 例，女性 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基础治疗均为预混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或基础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片，观察组在基础治疗联

合达格列净（阿斯利康公司，每次 5~10mg，每日一次），对照组为基础治疗联合二甲双胍（上海

施贵宝（中美）制药有限公司），每次 500mg，每日二~三次）；两组共服用药物 24 周。测定受

试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24 周时空腹血糖（FB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B）、空腹及餐后 2 小

时 C 肽、糖化血红蛋白（HbA1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肾功能，同时测定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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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代表氧化应激水平。所有观察者于空腹

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计算体重指数( BMI) 。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治疗第 24 周时 FBG、2hPGB、C 肽、HbA1c 、BMI、GSH-Px、

SOD、MDA 均明显降低(P<0.01); 治疗组 FBG、2hPGB、BMI、GSH-Px、SOD、MDA 均优于对

照组，两组间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第 24 周时血清尿微量白蛋白/肌酐较治疗前无明显

下降(P>0.05)，观察组第 24 周时血清尿微量白蛋白/肌酐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 

结论  胰岛素加阿卡波糖的基础治疗上联合达格列净对比联合二甲双胍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在

降糖效果、降低收缩压（SBP）、舒张压（DBP）、改善体质量、降低氧化应激水平、降低尿微量

白蛋白/肌酐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值得临床推广。达格列净能显著降低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水平，具

有肾脏保护作用，与降低血糖及血压有关，但其直接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降低氧化应激水平有

关。 

 
 

PU-0741 

肝硬化小鼠糖代谢及胰岛功能变化的研究 

 
白秀平 

山大二院 

 

目的  观察肝硬化小鼠糖代谢及胰岛功能的变化 

方法  雄性 c57BL/6 小鼠（n=30）随机分为 3 组:实验组（A 组），假手术组（B 组），正常对照组

（C 组），每组各 10 只，在无菌条件下，将 A 组、B 组小鼠用 3.5%的水合氯醛以 0.02mL.g-1麻

醉，打开腹腔，A 组均游离胆总管并结扎，B 组游离胆总管但不结扎，后腹部逐层缝合关腹，C 组

为正常对照组，不做处理。各组分别于实验 8 周后行口服糖耐量试验（OGTT）、胰岛素释放实

验，测定空腹血清丙氨酸转移酶（ALT）、门冬氨基转移酶（AST）、白蛋白（Alb）浓度，肝组

织匀浆葡萄糖激酶（GCK）、葡萄糖 6 磷酸酶（G6PC）的活性；肝脏、胰腺组织行 HE/Masson

染色及免疫组化，观察 NF-κB-P65、IκBα 的表达，测定胰岛面积。 

结果  A 组血清 AST、ALT、胰岛素释放试验曲线下面积明显高于 B 组、C 组（P<0.05），OGTT

曲线下面积有增高趋势（P>0.05），A 组肝组织匀浆中 G6PC 活性明显高于 B 组及 C 组

(A:128.70±13.95; B:98.13±20.50; C:84.41±11.29 U/L) （ P<0.05 ）， GCK 活性有下降趋势

（A:5.11±1.53;B:7.185±2.756;C:6.71±1.15U/L ）（P>0.05）。肝组织 HE、masson 染色可见胆

管逐渐扩张，周围纤维条索形成，肝小叶结构紊乱，可见假小叶及肝细胞片状坏死。免疫组化示肝

及胰腺组织 NF-κB-P65 和 IκBα 阳性细胞增多,NF-κB-P65/IκBα 比值明显增高（P<0.05）；胰腺

HE 染 色 出 现 胰 岛 数 目 及 面 积 明 显 减 少

(A:23166.87±3791.63um2;B:76222.46±13221.99um2;C:77355.24±11643.02um2）（P<0.05）。 

结论  小鼠胆总管结扎肝硬化可诱发胰岛素抵抗，肝脏与糖代谢相关的酶 G6PC 活性增加，肝脏及

胰腺核因子 NF-κB-P65 表达增多，胰岛面积减少，提示炎症通路激活所致的胰岛素抵抗及胰岛破

坏、胰岛面积减少在肝源性糖尿病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PU-0742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进展 

 
岑超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临床较为罕见，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该疾病的认识和诊断技术（如超

声、CT、MRI、超声内镜、PET/CT 等）不断地提高，临床上对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发现比以前

明显增加。虽然手术依然是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治疗的最主要的方法，但是关于多种治疗方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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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治疗、靶向治疗、化疗等）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本文通过介绍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常见

临床表现和诊疗手段，使临床医师了解并认识该病，为该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选的方案。 

方法  通过阅读近年来发表的文献，总结关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最新进展。 

结果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分为功能性和无功能性，诊断功能性 PNETs 除了其分泌的特异性激

素，还可以参考肿瘤标志物嗜铬粒蛋白（CgA）、突触素（Syn）阳性率也较高、细胞角蛋白

（CKpan）、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影像学检查首选 CT 增强扫描或 MRI 增强扫描，

有条件者可进一步联合超声内镜、血管造影、PET/CT。手术治疗仍为主要治疗方法，但近年来靶

向治疗、化疗及药物治疗均有了新进展，为患者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性。 

结论  胰腺神经内分肿瘤临床罕见，但是随着人们对该病认识不断加深以及日新月异的影像技术发

展，该病的检出率不断增高，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 CgA、Syn、CKpan、NSE 有助于 PNETs 的诊

断，而 CT 增强扫描及 MRI 增强扫描、超声内镜对肿瘤定位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可优先选择，

若有条件者，可联合 PET/CT，更能提高定位诊断的成功率。手术治疗仍为最主要的方法，但是根

据不同的情况，可配合或单独选用靶向治疗、化疗、生物治疗，根据肿瘤的特性可配合不同的药物

治疗。若有肝脏转移者，可配合射频消融术、化学药物栓塞等其他治疗方案。 

 
 

PU-0743 

CK2/NF-KB 信号通路在 β 细胞凋亡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吕游,李卓,孙琳,赫广玉,刚晓坤,王桂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调节 CK2 蛋白表达，阐明 CK2 介导 NF-kB 信号转导通路在胰岛 β 细胞凋亡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炎症性细胞因子 IL-1β， TNF-α，IFN-γ 联合作用胰岛 β 细胞系 Min6，建立胰岛细胞炎

症模型。通过下调 CK2 的表达，观察 NF-kB 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以及胰岛细胞的胰岛素

分泌情况。 

结果  CCK8 结果显示，细胞因子联合作用组 Min6 细胞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P＜0.01），

且呈浓度及时间依赖性。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细胞因子联合作用组 Min6 细胞显著加强了 NF-

kB p65 及 IkBa 的磷酸化，而 CK2 siRNA 及抑制剂 DRB 能够阻断上述过程。通过 GSIS(Glucose-

stimulated Insulin Secretion Assay)发现，在低糖环境下（葡萄糖浓度 3.3mmol/L），细胞因子联

合作用组 Min6 细胞的胰岛素分泌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而高糖环境下（葡萄糖浓度

16.7mmol/L），细胞因子联合作用组 Min6 细胞胰岛素分泌能力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P＜

0.05）。在 CK2 siRNA 及 DRB 作用之后，降低的胰岛素分泌能力得到了缓解。 

结论  炎症性细胞因子联合应用能够激活 NF-kB 信号通路，从而导致胰岛 β 细胞凋亡。而下调 CK2

的表达通过抑制 NF-kB 信号通路的激活能够改善胰岛 β 细胞凋亡及胰岛素分泌水平。 

 
 

PU-0744 

西格列汀起始治疗初诊 2 型糖尿病高糖毒性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分析及对胰岛 β 细胞的保护作用研究：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 

 
隋婧,何明倩,邓梅,赵心蕊,丁习,施秉银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高糖毒性，即“胰岛 β 细胞葡萄糖毒性”，是引起胰岛 β 细胞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如何尽早

解除高糖毒性，逆转高血糖对胰岛 β 细胞的毒性作用，最大限度地恢复和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是本

研究的关键所在。在初诊 2 型糖尿病伴高糖毒性（糖化血红蛋白 HbA1c＞9%、空腹血糖 FPG＞

200mg/dL）的患者中，国内外指南均推荐 2 周到 3 个月的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然而皮下注射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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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素有低血糖和体重增加的风险，因此急需探讨更为有效可行的降糖方案。目前针对高糖毒性患者

鲜有使用口服药的报道，提示口服降糖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

是初步明确西格列汀起始治疗和胰岛素治疗在初诊 2 型糖尿病伴高糖毒性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

及在改善和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方面的差异。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 月 6 日，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就诊的 116 例

确诊为初发 2 型糖尿病伴高糖毒性的患者，给予西格列汀(100mg/d)（n＝40）或小剂量胰岛素

（0.1-0.4 units/kg/day）（n＝76）治疗 4 周，并维持稳定的正常血糖状态 8 周。根据 HbA1c 水平

将各组患者分为三个亚组，HbA1c<10%组，10%≦HbA1c≦12%组，和 HbA1c>12%组。主要终点

为 FPG、HbA1c、血糖缓解率和胰岛 β 细胞功能相关指标的评估。次要终点是治疗后 1 个月和随

访 3 个月时体重、BMI 据基线值的变化，以及低血糖发生率。 

结果  西格列汀（Sig）组和胰岛素（INS）组在 1 个月治疗和 3 个月的随访后，FPG、HbA1c、血

糖达标率、体重和 BMI 均无显著差异。仅在 HbA1c＜10%亚组，INS 组治疗后 FPG 的下降

（△FPG）较 Sig 组显著（P＜0.05），而 HbA1c 的下降（△HbA1c）则无显著差异。INS 组患者

恢复正常血糖的时间早于 Sig 组（P＜0.05）。两组患者的 β 细胞功能及胰岛素抵抗状态均无显著

差异。此外，Sig 组体重轻度下降，INS 组体重轻度上升，无显著差异。两组均未观察到低血糖和

其他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本研究表明，西格列汀在初诊高糖毒性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具有良好的耐受性、疗效性和安

全性，可以显著降低血糖，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对于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伴高糖毒性患者，初始

西格列汀治疗与传统胰岛素治疗相比，在血糖缓解和 β 细胞功能恢复方面无显著差异，而且服药方

便，无需注射，是早期治疗的一种可行性选择。 

 
 

PU-0745 

载万古霉素骨水泥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糖尿病 

足骨髓炎患者中的疗效以及其抑菌作用机制的探讨 

 
李霖,尤加省,刘超,李宏烨,陈怡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观察载万古霉素骨水泥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的糖尿病足骨髓炎

（DFO）患者中的疗效，并研究载万古霉素骨水泥在 DFO 中的抑菌机制 

方法  （1）载万古霉素骨水泥在 MRSA 感染的 DFO 患者的疗效观察：入院创面培养为 MRSA 的

DFO 患者彻底清创后植入载万古霉素骨水泥，3-4 周后行二次手术取出骨水泥，术后随访观察疗

效，随访期为半年。与以往传统方法治疗 MRSA 感染的 DFO 患者疗效的比较：选取我院既往传统

方法治疗 MRSA 感染的 DFO 患者，与骨水泥治疗组进行比较，包括住院时间，抗生素使用时间，

截肢比例，创面愈合时间，溃疡复发率。 

（2）抗生素骨水泥体外抑制 MRSA 生长试验：不同抗菌药物组合（头孢唑啉、万古霉素、利奈唑

胺、左氧氟沙星、利福平、庆大霉素等）制作骨水泥，挑选不同克隆 MRSA 作为测试对象，用于

菌落计数方式对其进行体外抑菌能力测定，比较不同方案骨水泥抑菌能力差异。 

结果  （1）载万古霉素骨水泥治疗 MRSA 感染的 DFO 有良好的疗效，静脉抗生素使用时间 6.77

天，住院时间缩短（平均住院日 9.73 天），患者花费少（人均住院费用 1.9 万），创口愈合快（6

周内愈合率可达 91.8%），再发溃疡发生率低（半年随访再发率 7.9%），以上指标与传统治疗方

法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2）加入骨水泥的抗生素一般需为广谱抗生素，还应具有耐热性（在

释放热量的聚合反应中不降解）和水溶性（从水泥中流出并释放到局部组织）、低过敏性、无全身

毒副作用、不影响伤口愈合等特性。不同抗菌药物组合（头孢唑啉、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左氧氟

沙星、利福平、庆大霉素等）制作骨水泥，挑选不同克隆 MRSA 作为测试对象，用于菌落计数方

式对其进行体外抑菌能力测定，结果显示不同方案骨水泥抑菌能力存在差异，载万古霉素骨水泥在

抑菌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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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载万古霉素骨水泥治疗 MRSA 感染的 DFO 有良好的疗效，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抗生素使

用时间及住院时间缩短，患者花费少，创口愈合快，再发溃疡发生率低。且体外研究表明，与其他

抗生素相比，载万古霉素骨水泥的抑菌能力最强。 

 
 

PU-0746 

南昌市城乡中老年居民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 

和知晓率及控制达标率 

 
胡瑛,胡玲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南昌市城市和农村中老年居民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知晓率及控制达标率现状。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 2014 年 5 月南昌市城市和农村 35～70 岁中老年人群，共调查

2017 人，其中城市 652 人，农村 1365 人。采用问卷调查和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测定进行研

究。观察城市和乡村人群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知晓率及控制达标率。 

结果  （1）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人口标化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P＜0.05）；（2）糖尿病和糖尿

病前期的知晓率城市高于农村（P＜0.05）；（3）空腹血糖控制达标率城市高于农村（P＜

0.05）。 

结论  南昌市农村糖尿病的知晓和控制现状落后于城市，应重视在农村推广糖尿病筛查工作提高知

晓率，在农村全人群中积极开展预防糖尿病发生的健康知识宣教 ,对糖尿病患者强化血糖控制达

标。 

 
 

PU-0747 

应用恩格列净良好控制 2 型糖尿病经验体会 

（附一典型病例报告） 

 
谢晓滨 

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 

 

目的  对血糖控制不良的 2 型糖尿病选用恩格列净，观察其降糖疗效及其安全性。 

方法  自 2018 年初以来，我科对门诊近 10 例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应用了通常剂量的恩格列净治疗，

或单独应用或与其它降糖药（OAD 或多种胰岛素制剂）联用，均在应用其的 2~3 天即可出现明显

的血糖下降，一周后几乎所有的病例获得达标而稳定的血糖控制水平，未发生低血压、低血糖、尿

路感染等不适，现将一病例的应用情况做一简报： 

结果  女患，50 岁，发现轻度的血糖升高一年，未治疗，今年的 3 月下旬出现明显的多尿多饮乏

力，尚无恶心、呕吐，自查 FPG14mmol/L,2h-PPG24mmol/L,遂到我院复测 FPG12.45mmol/L, 

2h-PPG 14.2mmol/，糖化白蛋白（GA） 27.54%，HbA1c9.9%,ALT53.1U/L,AST35.5IU/L,Th 

4.77mmol/L,LDL-C 3.11mmol/L,SCr 48.4umol/L,CO2-CP 30.5mmol/L,尿糖+++，尿酮体+，尿

WBC2-3/Hp,身高 1.62m,体重 61.5Kg，BMI23.5。在确诊 2 型糖尿病合并轻度的糖尿病酮症、肝损

害后，在指导饮食运动的的同时，仅与恩格列净，10mg/日，早餐前 30 分钟口服。在服本药的第

二天 FPG 即降至 7.6 mmol/L、2h-PPG8.6 mmol/L，第 4 天 FPG7.0 mmol/L，早 2h-PPG12.7 

mmol/L，尿糖 3+，尿酮体 2+，但无不适继续服本药，此后的 FPG 持续 5.9~6.2 mmol/L，2h-

PPG 9~11 mmol/L，服药后的第 3 周 GA 及 HbA1c 分别降至 18.1%及 8.3%，第 7 周 GA 及

HbA1c 又进一步分别降至 14.06%及 6.6%，同日的 FPG6.95 mmol/L，早 2h-PPG10.5mmol/L 尿

糖 4+，尿酮体阴性，尿 WBC2-3/Hp,并肝肾功能正常，体重 59Kg,BMI 降至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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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恩格列净为高选择性的 SGLT2 抑制剂，本组资料尤其所附病例的降糖疗效是良好的，对于

初发或病程较长的 2 型糖尿病均可有效控糖，其特点是发挥降糖作用较快，可单用或联合用药，服

用方便，依从性高，长期应用可获持久稳定的血糖控制，像本例合并轻症的糖尿病酮症时仍可服用

而获血糖的控制说明其用药是足够安全的，并其还兼有心血管保护、减重等效应，值得在更多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应用。 

 
 

PU-0748 

体脂含量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臧璞,郭展宏,邵加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探讨生物电阻抗法测量的体脂面积（内脏脂肪及皮下脂肪面积）与 2 型糖尿病（T2DM）患

者周围神经病变（DPN）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科住院诊断为 T2DM 患者 205 例，分为 T2DM 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组（DPN）72 例，

T2DM 非合并神经病变组（Non-DPN）133 例。测量各组血压、血脂、HbA1c、FPG、FINS，稳

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生物电阻抗法（欧姆龙 HDS-2000）测量内脏脂肪面

积（VFA）和皮下脂肪面积（SFA）。 

结果  DPN 组内脏脂肪及皮下脂肪面积均明显高于 Non-DPN 组[(110.87±40.5) vs (96.72±37.3) 

cm2；(204.7±61.9) vs (176.2±57.1) cm2]（P<0.05）；相关分析显示内脏脂肪面积与病程、BMI、

TC、TG、LDL、FINS、HOMA-IR 呈正相关，皮下脂肪面积与 BMI、TC、FINS、HOMA-IR 呈正

相关，两者均与 HDL-C 呈负相关（P<0.05 或 P＜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FPG、TC、内脏

脂肪面积是 DPN 的危险因素。 

结论  DPN 患者内脏脂肪及皮下脂肪面积均明显升高，对 DPN 的发生发展有重要作用。 

 
 

PU-0749 

去酰基胃饥饿素与内脏脂肪面积的相关性研究 

 
臧璞,杨翠华,邵加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研究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去酰基胃饥饿素（des-acyl ghrelin，DAG）与内脏脂肪

面积（VFA）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科住院诊断 T2DM 患者 83 例，按内脏脂肪面积是否为正常切点（100cm2）将数据分

为两组：内脏脂肪正常组（VFA <100cm2）39 例，内脏脂肪异常组（VFA≥100cm2）44 例。测量

各组血压、血脂、HbA1c、FPG、FINS，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生物电阻

抗法（欧姆龙 HDS-2000）测量内脏脂肪面积。ELISA 法测定受试者血浆 DAG 水平。 

结果  内脏脂肪正常组 DAG 水平明显高于内脏脂肪异常组[(510.16±179.29) vs (423.95±159.10) 

cm2] (P<0.05) ；相关分析显示 T2DM 患者 DAG 与 BMI、FIns、内脏脂肪面积均呈负相关(r=-

0.387、-0.348、-0.249、-0.352，P<0.05)。 

结论  T2DM 患者 DAG 水平与内脏脂肪面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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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0 

DPP-4 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 

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王科峰 1,高海燕 1,柴林燕 2 

1.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DPP-4 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对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糖控制、氧化应激及炎症反

应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3 月-2017 年 4 月在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初诊 T2DM 患者 138 例，经

随机数表法分为常规组、联合治疗组各 69 例。常规组患者接受二甲双胍单药治疗，联合治疗组患

者接受 DPP-4 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控制程度、氧化应激相关指标及

炎症因子含量的差异。 

结果  治疗前，两组外周血中血糖指标水平，血清中氧化应激指标及炎症介质含量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治疗 4 周后，联合治疗组外周血中血糖指标 FBG、HOMA-IR 的水平低于常规组；血清中氧

化应激指标 MDA、LHP 的含量低于常规组，GSH-Px、T-AOC 的含量高于常规组；血清中炎症介

质 hs-CRP、IL-1、IL-6 的含量低于常规组。 

结论  T2DM 患者接受 DPP-4 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治疗，可更为有效的控制患者血糖并抑制全身氧

化应激、炎症反应。 

 
 

PU-0751 

高脂血症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影响研究 

 
樊大贝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高脂血症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病发生的影响。 

方法  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院 395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访平均 3.2 年。糖尿病合并高

脂血症组(195 例患者)和糖尿病组(200 例)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比较。采用多变量 Cox 的比例风

险回归模型，分析高脂血症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病发生的影响。 

结果  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组的舒张压、收缩压、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体重指数均高于

糖尿病组(P < 0.05)。随访期结束时，全因死亡率、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心肌梗死、脑梗死、脑

出血、总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均明显高于糖尿病组(P < 0.05)。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分析

结果显示，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心肌梗死和总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分别为 1.54 倍(95% ci 1.13- 

2.07)，1.68 倍(95% ci 1.23- 2.24)高于糖尿病组。2 型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总心血管事件的

人群归因风险率分别为 9.6%和 26.8%。 

结论  高脂血症会增加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2 型糖尿病患者应注意控制血脂，

延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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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3 

自体富血小板凝胶治疗 Wagner1-3 级 

糖尿病足的临床疗效观察及作用机制研究 

 
汪晓芬,李雪锋,龚丽,王芳,郑洋洋,封迪 

十堰市太和医院 

 

目的  应用自体富血小板凝胶治疗 Wagner 分级为 1-3 级的糖尿病足患者，观察该方法治疗糖尿病

足的疗效，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选择 Wagner 分级为 1-3 级的糖尿病足患者共 4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自体富血小板凝胶治疗，对照组行常规治疗，连续治疗 28 天

后，观察治疗效果，用 ELISA 检测创面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VEGF）、表皮生长因子

（EGF）以及 TNF-α、IL-6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量变化。 

结果  经过 28 天治疗后，治疗组创面愈合有效率（95.8%）明显高于对照组（66.7%），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在治疗的第 14 天（t=4.579，p<0.001 和 t=3.427，p=0.001）和第 28 天（t=5.153，

p<0.001 和 t=3.993，p<0.001）治疗组创面组织的 VEGF 和 EGF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TNF-

α、IL-6 的含量则明显低于对照组（第 14 天（t=2.345，p=0.023 和 t=2.586，p=0.013），第 28 天

（t=3.343，p=0.002 和 t=3.178，p=0.0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自体富血小板凝胶应用于治疗 Wagner1-3 级糖尿病足疗效显著，其主要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

增加创面中的 VEGF、EGF 的含量，促进糖尿病足溃疡创面的修复，同时通过降低 TNF-α、IL-6

等炎症因子的水平，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该方法可临床推广用于糖尿病足的治疗。 

 
 

PU-0754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变异性 

与外周血内皮祖细胞数量及功能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 
 

汤嘉豪,李延兵,刘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变异性与循环内皮祖细胞（EPCs）数量及功能的关系及其机制。 

方法  入组 15 例年龄 54.8±11.5 岁，病程 8.5±5.3 年，糖化血红蛋白 6.8±0.7%的 2 型糖尿病患

者，健康对照 12 例年龄 53.3±1.8 岁。2 型糖尿病患者行动态血糖监测 3 天（ Ipro2，

Medtronic），计算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取外周血用流式细胞仪测定 CD34+/KDR+循环

EPCs 水平。ac-LDL 及 Lectin 荧光标记评估体外培养 EPCs 数量。MTT 法和 Transwell 小室法评

估循环 EPCs 的增殖和迁移能力。测定每例受试者的血浆和体外培养 EPCs 分泌的一氧化氮

（NO），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水平。 

结果  2 型糖尿病组在流式细胞仪分析法和体外细胞培养法测得的 EPCs 数量较健康对照明显下降

（P<0.05）；EPCs 的增殖和迁移能力也明显较健康对照下降（P<0.05）。2 型糖尿病组的血浆

NO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低（P<0.05），在血浆 VEGF、血浆 GM-CSF、体外培养 EPCs 分泌 NO、

体外培养 EPCs 分泌 VEGF、体外培养 EPCs 分泌 GM-CSF 水平方面无差异(P>0.05)。对 2 型糖

尿病组的 MAGE 和 EPCs 的数量及功能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存在负相关。MAGE 和流式

细胞仪分析法测得的 EPCs 数量存在负相关（r= -0.524，P=0.045）；MAGE 和细胞培养法测得的

EPCs 数量也存在负相关（r= -0.573，P=0.026）。迁移实验中，MAGE 与迁移至上室的 EPCs 数

量存在负相关（r= -0.517，P=0.048）。增殖实验中，MAGE 和于波长 490nm 处测得的 OD 值存

在负相关（r= -0.519，P=0.047）。2 型糖尿病组中 MAGE 与血浆 NO 水平存在负相关趋势（r= -

0.464，P=0.081），与体外培养 EPCs 分泌 NO 水平呈负相关（r= -0.559，P=0.030）。而与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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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血浆 GM-CSF、体外培养 EPCs 分泌 VEGF、体外培养 EPCs 分泌 GM-CSF 水平间无相

关性（P>0.05）。 

结论  2 型糖尿患者的循环 EPCs 的数量及功能较健康群体下降；血糖波动幅度和循环 EPCs 的数

量及功能间存在负相关。在血糖波动影响 EPCs 数量及功能的病理生理机制中，可能包含减少 NO

的产生。 

 
 

PU-0755 

深圳市糖尿病控制现状 

 
李子怡,张帆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了解深圳市糖尿病控制现状，着重了解血糖、血脂、血压及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控制情况。 

方法  进行单中心、横断面研究，连续纳入深圳市某三甲医院已确诊 1 月及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持

续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01 月。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资料：收集性别、年龄、身高、体

重及糖尿病分型、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降糖治疗、血糖控制达标率等资料。采用 SPSS 21.0 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符合条件的糖尿病患者 436 例。①基本信息：男性患者占 56.2%，总体平均年龄为

57.08 岁。2 型糖尿病患者占 89.7%，糖尿病病程超过 10 年者占 40.9%。体型超重或肥胖的患者

占 55.5%。②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率为 31.7%，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0.6%）、心血管并发症（10.1%）、糖尿病神经病变（9.9%）、糖尿病肾病（8.5%）、周围

血管病变（7.3%）、脑血管病变（6.4%）、糖尿病足病变（1.6%）。③代谢指标控制达标率：以

HbA1c＜7.0%、LDL-C＜2.60mmol/L、BP＜130/80mmHg 为控制目标，单独血糖控制达标率为

41.5%，接受胰岛素联合/不联合口服降糖药治疗者的血糖控制达标率为 37.5%-40.3%。单独血脂

控制达标率为 21.5%，单独血压控制达标率为 29.1%。血糖及血脂同时达标率为 7.7%，血糖及血

压同时达标率为 13.6%，三者同时控制达标率为 1.3%。④治疗方案：单独口服降糖药治疗者占

44.3%，胰岛素联合/不联合口服降糖药治疗者占 47.7%，单独饮食、运动控制者占 7.8%。接受降

脂治疗者占 55.8%，接受降压治疗者占 46.6%。⑤自我管理：仅 50.0%患者近 3 月内曾监测过

HbA1c。仅 52.3%患者近 3 月内曾监测过血脂。82.6%患者近 12 月内未监测过尿蛋白。61.0%患

者近 12 月内未进行过周围血管彩超检查。66.5%患者近 12 月内未进行过眼科检查。 

结论  糖尿病控制现状及患者自我管理现状均欠佳，需加强糖尿病患者的生活方式管理及进行规范

降糖、降脂及降压治疗，指导患者进行规范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监测，改善糖尿病控制现状。 

 
 

PU-0756 

糖尿病非体外循环冠脉移植术术前空腹血糖 

与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的关系 

 
吴杨婧,陶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接受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PCAB）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在术前空腹血糖控制情况与住院期间复合不良终点事件的关系，探讨糖尿病患者术前空腹血糖

（FBG）的合理控制范围，为 OPCAB 术前血糖干预目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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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19 日 1039 例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外

科接受首次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移植术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收集患者人口统计学资料、临床病

史、冠脉病变情况、用药史、入院空腹血糖及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等资料。所有数据分析均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患者按照有无糖尿病史分为两组,糖尿病

组按入院空腹血糖控制情况分为四个亚组，非糖尿病组按入院空腹血糖四分位间距分为四个亚组,

各亚组间比较住院期间复合不良事件、急性肾损害及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等发生率。 

结果  与非糖尿病组相比，糖尿病组（DM）的复合不良事件发生率更高（22.9% vs 16.9%），p＜

0.05；其中急性肾损害发生率更高（18.5% vs 11.3%），p＜0.05；而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

率较低（1.9% vs 3.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再分别对 DM 组和 NDM 组的入院 FBG 分亚组

比较，发现两组入院基线 FBG 过低或者过高均与较高复合不良事件、急性肾损害发生率有关。当

DM 组控制在（6.0—6.9）mmo/L 之间时，住院期间发生复合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最低（p＞

0.05）。 

结论  对首次接受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PCAB）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术前空腹血

糖影响住院期间复合不良事件。较低或者过高的基线 FBG 均与住院期间复合不良事件发生率有

关。合理地控制糖尿病患者术前空腹血糖能降低住院期间复合不良事件的发生。 

 
 

PU-0757 

膀胱治疗仪治疗糖尿病神经原膀胱的 Meta 分析 

 
吕艳,张帆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评价所有已公开发表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从而明确膀胱治疗仪治疗

糖尿病神经原膀胱（DNB）患者的有效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

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检索年限均从建库检索到 2016 年 12 月。查找膀胱治疗仪治疗 DNB 的随机

对照研究，并手工检索纳入所有文献的参考文献。中文检索词包括：膀胱治疗仪；电刺激；物理治

疗；糖尿病；膀胱。根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方法，筛选关于膀胱治疗仪治疗糖尿病神经原膀胱的

中、英文随机对照试验(RCT)，进行纳入文献的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采用 Rev Man 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对比膀胱治疗仪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显效率、膀胱残余尿量等指标。 

结果  按拟定的检索词在各数据库中分别进行检索，初检出相关文献 106 篇，通过逐层筛选后，排

除综述类文章、病例报道、动物实验、非 RCT、非主题相关 97 篇，最终纳入 9 篇 RCT 612 例

DNB 患者，其中实验组 348 例，对照组 264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膀胱治疗仪组治疗 DNB 的

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相对危险度(OR)=3.91，95%CI(2.55，5.95)，P<0.01]；膀胱治疗仪组治疗

DNB 的显效率优于对照组[OR=2.94，95%CI(1.84，4.69)，P<0.01]；膀胱治疗仪组对 DNB 患者

膀胱残余尿量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合并 WMD 值为-27.12， 95%CI 为（-28.72，-25.5），

P<0.01]。  

结论  膀胱治疗仪对 DNB 的治疗具有一定效果，在改善 DNB 排尿症状的同时，减少膀胱残余尿

量，但仍需更多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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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8 

孕前体重指数及孕早期血糖水平对预测妊娠期糖尿病的临床价值 

 
潘颖 1,钟绍 1,沈洁 1,刘琴 1,毛园园 1,倪永刚 2,陈凤喜 3,卢冰 1,沈莉雯 1,张莉 1 

1.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昆山市花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昆山市锦溪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孕前体重指数、孕早期空腹血糖对妊娠期糖尿病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7 年 3 月孕早期在昆山建卡的低危孕妇 2119 例。记录孕前体重指数，

抽血检测孕早期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在孕 24-28 周行 75 克葡萄糖耐量检查，根据结果分为

妊娠糖尿病组 386 例及正常孕妇组 1733 例，比较两组的孕早期血糖、孕前体重指数及糖化血红蛋

白差异，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妊娠期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 ROC 曲线分析，

获得孕前体重指数、孕早期空腹血糖的截断值并评价其对妊娠期糖尿病的预测效能。 

结果  妊娠糖尿病组年龄、孕次、产次、孕前体重指数、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孕早期空

腹血糖、谷丙转氨酶均高于非 GDM 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年龄

（OR = 1.16，95% CI 1.13–1.20）、孕前体重指数（OR = 1.12，95% CI 1.07–1.17）、空腹血糖

（OR = 5.37，95% CI 3.93–7.34）是妊娠糖尿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5），孕早期空腹血

糖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8 (95% CI, 0.65–0.71)，孕前体重指数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6 (95% CI, 0.63–0.69)，空腹血糖和体重指数联合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1 (95% CI, 0.69–

0.74)（P<0.05）。空腹血糖的截断值为 5.05mmol/L，敏感性为 40.9%，特异性为 87.3%；体重指

数的截断值为 22.25kg/m2，敏感性为 54.4%，特异性为 69.6%；两指标联合的截断值为 6.99，敏

感性为 51.0%，特异性为 81.0%，联合预测公式为 FBG(mmol/L)+BMI(kg/m2)*0.158/1.692。

FBG、BMI、FBG+BMI 联合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两两比较显示，空腹血糖和体重指数的曲线下面积

比较无明显差异 P 值为 0.21，联合的曲线下面积明显高于 FBG 的曲线下面积和 BMI 的曲线下面

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孕早期空腹血糖、孕前体重指数、孕妇年龄是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孕早期空

腹血糖和孕前体重指数联合对妊娠期糖尿病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PU-0759 

糖尿病足 95 例回顾性临床分析 

 
熊朝月,唐祝奇,顾海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病例分析，研究影响糖尿病患者足病发生、愈合及复发的风险因素，为临床有效地进

行糖尿病足的预防、治疗及减少复发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且资料完整的糖尿病

足（DF 组）患者 95 例，以同期住院的无足病糖尿病（NDF 组）患者 98 例为对照，比较分析两组

的临床特征，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糖尿病足病的风险因素。 

结果  与 NDF 组相比，DF 组年龄大、收缩压高、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

值、24 小时尿白蛋白定量增高（P 均<0.05），而 BMI、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总胆固醇、甘油

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踝肱指数明显低于 NDF 组（P 均<0.05）。

DF 组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发生率明显

高于 NDF 组（P 均<0.05），NDF 组高脂血症发生率高于 DF 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收缩压（OR 值 0.962；95%CI 0.937,0.988）、血小板计数（OR 值 0.987；95%CI 

0.978,0.996）、血清白蛋白（OR 值 1.363；95%CI 1.161,1.600）为糖尿病足的独立危险因素（P

均<0.05）。根据预后，愈合组和未愈组在 C 肽、尿 Alb/Cr、24 小时尿蛋白定量、ABI 有统计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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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5）,愈合组和复发组在收缩压、空腹胰岛素、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溃疡时间有统计

学差异（P<0.05）。足部分泌物细菌学检查，最常见的病原菌为金色葡萄球菌，占 14.0%

（7/50）。 

结论  老年糖尿病合并收缩压高、血小板计数增高、血清白蛋白低发生糖尿病足的风险增高。C 肽

及踝肱指数低、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24 小时尿蛋白定量高提示糖尿病足患者愈合不良，收缩

压高、空腹胰岛素高、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高、溃疡持续时间长提示足病容易复发。临床应在

糖尿病足病的不同病期，针对不同的风险因素，进行积极的处理，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足的发生、

发展。 

 
 

PU-0760 

CGMS 评估速秀霖 25 或优泌乐 25 

在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强化治疗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罗勇,朱剑,马建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对于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应用速秀霖 25 或优泌乐 25 联合二甲双胍强化治疗期间，动态血

糖系统（CGMS）评估两组间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这是一个随机交叉对照研究。共计 90 例初诊断 2 型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9%）参与此项研

究，81 例完成该研究，分为两组：A 组（39 例）：速秀霖 25 联合二甲双胍强化治疗，血糖平稳 3

天后应用 CGMS 评估血糖谱，维持上述治疗 1 天，后更换优泌乐 25 等剂量治疗 3 天；B 组（42

例）：优泌乐 25 联合二甲双胍强化治疗，血糖平稳 3 天应用 CGMS 评估血糖谱，维持上述治疗 1

天，后更换速秀霖 25 等剂量治疗 3 天；比较两组 CGMS 期间第 1 天及第 4 天的 MBG、MAGE、

CV、SD、血糖小于 3.9mmol/L,3.9-10mmol/L、血糖大于 10mmol/L 的曲线下面积等指标。 

结果  速秀霖 25 及优泌乐 25 两组间的 MBG（7.40±1.12 vs 7.31±1.17）、MAGE（4.15±1.82 

vs 3.84±1.97）、CV（0.23±0.08 vs 0.22±0.93）、SD（1.74±0.76 vs 1.61±0.79）比较没有差异

（P>0.05）；同样两组间血糖小于 3.9mmol/L,3.9-10mmol/L、血糖大于 10mmol/L 的曲线下面积

也类似（P>0.05）。但在相同的疗程期间，速秀霖 25 的治疗费用是优泌乐 25 的 89%. 

结论  对于初诊断 2 型糖尿病，应用速秀霖 25 强化治疗，疗效及安全性与优泌乐 25 相当；治疗费

用上速秀霖 25 有一定的优势。 

 
 

PU-0761 

DPP-4i 通过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改善糖代谢 

 
廖晓玉,郑宏庭*,宋铃瑜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近年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糖尿病、肥胖等多种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通过益生元、益生菌、

抗生素等干预肠道菌群能够调节糖代谢；然而降糖药是否改变肠道菌群，改变的菌群是否作用于机

体糖代谢并不清楚。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索降糖药（阿卡波糖和 DPP-4i）对 T2D 患者和高脂喂养小

鼠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及其影响对糖代谢的调控作用。 

方法   C57BL/6 雄性小鼠高脂喂养（HFD）14 周后，分别于高脂饲料中加入阿卡波糖

（400mg/kg）、西格列汀（4g/kg）处理 4 周，收集小鼠新鲜粪便，通过 16S-rDNA 测序分析药物

干预后小鼠肠道菌群变化；同时，临床入组初诊 T2D 患者，随机分为安慰剂组、治疗组，并收集

治疗 2 月后的粪便等样本；进而将接受单药阿卡波糖、西格列汀或安慰剂治疗的患者粪菌移植给高

脂喂养的无菌小鼠，8 周后检测受体小鼠体重、葡萄糖耐量、胰岛素等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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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阿卡波糖和 DPP-4i 均可改变 HFD 小鼠的肠道菌群结构，但阿卡波糖改变的菌群对无菌鼠的

糖代谢无明显影响，而将西格列汀单药治疗的 T2D 患者粪菌移植给无菌小鼠，可显著改善由 HFD

导致的糖耐量异常。进一步分析发现，DPP-4i 可逆转由 HFD 引起的 68%菌群改变，降低厚壁菌与

拟杆菌的比值，且以增加拟杆菌为主。代谢组学检测分析发现 DPP-4i 可促进 HFD 小鼠的肠道功能

转变，尤其是增加琥珀酸的产生。 

结论  DPP-4i 介导的肠道菌群改变可能是其降糖的一个新机制，也可能是其降糖外的额外获益。调

控厚壁菌与拟杆菌的比值，以及由菌群变化引致的肠道功能转变，可能是改善糖代谢的潜在策略。 

 
 

PU-0762 

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对口服抗糖药治疗失败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循环内皮祖细胞数量、功能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研究 

 
张莹,刘娟,李延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与内皮损伤相关，循环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EPCs）是反映血管内皮功能的重要标志。本研究观察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对口服药血糖控

制不佳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 EPCs 数量及功能的影响，并对其分子机制进行探索。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纳入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T2DM 患

者，使用至少 3 个月 2 种或以上口服抗糖药，7.5%≤糖化血红蛋白≤13.0%；另纳入 6 名年龄、性

别、BMI 匹配的健康对照者。予胰岛素泵联合二甲双胍治疗，血糖达标 1 周后，改为甘精胰岛素联

合二甲双胍、瑞格列奈治疗 1 周。检测治疗前后相关临床指标，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CD34 和

KDR 阳性 EPCs 数目，ac-LDL、Lectin 荧光双标法检测体外培养 EPCs 数量；改良 Boyden 小室

和 MTT 法评估 EPCs 迁移和增殖能力。检测治疗前后血浆及体外培养 EPCs 分泌的一氧化氮

（NO）、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水平。 

结果  共入选 10 例 T2DM 患者，治疗后空腹血糖、血糖曲线下面积、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

空腹 C 肽、HOMA2-IR 均明显下降（p＜0.05），HDL 明显升高（p＜0.05）。治疗前 T2DM 患者

的循环及体外培养 EPCs 数量和迁移、增殖能力均较对照组低（p＜0.05），治疗后其循环及体外

培养 EPCs 数量均显著增加（p＜0.001），EPCs 迁移和增殖能力显著增强（p＜0.001）。治疗前

T2DM 患者血浆及体外分泌的 NO 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治疗后显著增加（p＜0.001），而治疗前

后的 VEGF、GM-CSF 水平均无明显改变。 

结论  对口服药失效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短期胰岛素强化降糖治疗，可迅速改善其糖脂代谢及胰岛

素抵抗水平，并提高环内皮祖细胞的数量及迁移、增殖能力，该作用可能通过提高 NO 水平实现。 

 
 

PU-0763 

肠道免疫细胞在 2 型糖尿病大鼠肠道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 

 
李俊燕,韩煦,姚政,陆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慢性炎症是胰岛素抵抗产生的根本原因，肠道免疫系统(免疫细胞)的异常可引起肠道的局部

慢性炎症，继而诱发、加重肠道胰岛素抵抗。但是，有关肠道慢性炎症导致肠道胰岛素抵抗发生的

上游免疫细胞和分子机制还未见明朗。本研究拟探讨肠道 Th1、Th17 和 Treg 免疫细胞在 2 型糖尿

病大鼠肠道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为临床治疗寻找潜在靶点。 

方法  20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适应性喂养 1 周。随机选择 10 只大鼠为对照组，剩余 10 只大鼠采用

高脂饮食联合低剂量链脲佐菌素（STZ）建立稳定的 T2DM 大鼠模型，作为模型组。观察各组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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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和随机血糖，ELISA 法检测各组大鼠空腹胰岛素水平，利用 HOMA-IR 评价各组大鼠的胰

岛素抵抗水平，Western blot 法检测大鼠小肠组织中胰岛素信号通路关键因子（IRS1，IRS2，

Akt）总蛋白及磷酸化水平。提取小肠组织淋巴细胞，采用细胞流式技术检测大鼠肠道组织中免疫

细胞 Th1、Th17 和 Treg 的比例。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随机血糖、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均显著升高（P＜0.01）；模型组大鼠小肠组织中 p-IRS1／总 IRS1，p-IRS2／总 IRS2 以及 p-Akt

／总 Akt 水平均显著下调（P＜0.01），说明 2 型糖尿病大鼠肠道存在胰岛素抵抗。与对照组相

比，模型组大鼠小肠组织中 Th1 细胞比例为 19.1%，Th1 细胞数显著增加（P＜0.01）；模型组大

鼠小肠组织中 Th17 细胞比例为 5.8%，Th17 细胞数显著增加（P＜0.01）；模型组大鼠小肠组织

中 Treg 细胞比例为 5.8%，Treg 细胞数显著降低（P＜0.01），说明 2 型糖尿病大鼠小肠中促炎性

免疫细胞 Th1 和 Th17 细胞比例显著增加，抗炎性免疫细胞 Treg 细胞比例显著下降。 

结论  本研究证实 2 型糖尿病病大鼠中存在肠道胰岛素抵抗，其发生机制可能与肠道中促炎性免疫

细胞和抗炎性免疫细胞比例失调有关，但其中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PU-0764 

长春地区糖尿病足合并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药敏变迁 

 
李艳艳,刚晓坤,肖显超,刘玉佳,王刚,姜宗淼,郑媛媛,王桂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 12 年间长春地区糖尿病足合并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药敏变迁，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2017 年就诊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等三家大型三甲综合医院的 330 例糖尿病

足患者，按入院日期分为两组：2006-2011 年、2012-2017 年，比较两组间病原菌的变化及药敏变

迁。 

结果  330 例患者中，溃疡处拭子标本能培养出菌落的共 292 例(88.5%)，其中多重细菌感染 70 例

(24%)，一共培养出的细菌菌株 362 株，以 G+菌为主(59.7%)。而 G+菌中以葡萄球菌属为主，G-

菌中以条件致病菌为主。随着 Wagner 级别增加，病原菌由 G+菌为主逐渐转变为以 G-菌为主。

2012-2017 年与 2006-2011 年相比，菌株种类增多，但整体菌株分布未见明显改变。G+菌中葡萄

球菌属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保持高耐药, 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替加环素、利奈唑胺保

持一贯的高度敏感（100%），2012-2017 年与 2006-2011 年相比，对头孢西丁的耐药率明显增加

（由 64.7%增至 100%)。G-菌主要对氨卡西林、氨卡西林他唑巴坦保持高度耐药（100%），对美

罗培南、亚胺培南保持高度敏感，2012-2017 年与 2006-2011 年相比，头孢呋辛的耐药率由

57.1%升至 78.7%，且新发现少数亚胺培南耐药菌。 

结论  糖尿病足感染的菌群以葡萄球菌属比例最高。随着 Wagner 级别增加，菌群由 G+菌为主逐渐

转变为 G-菌为主。细菌对青霉素、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林霉素保持较高耐药率，对头孢西丁的

耐药率大幅度增加。 

 
 

PU-0765 

支持性电话咨询干预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分析 

 
王岩,吕海宏,吴晓燕,傅松波,刘靖芳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以患者为中心的支持性电话咨询干预对血糖控制不良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123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为观察对象，随机分成观察组（n=62）和对照组（n=61），观

察组给予 12 个月的电话咨询干预，评估分析 12、18 个月后两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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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胆固醇（CHOL）、血压情况，评估 6、12、18 个月后健康相关的生命质量（HRQoL）、

抑郁症状（HADS）评分。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 

结果  干预 12 个月后、18 个月后（干预结束 6 个月后）、直至 36 个月后，与基线状态相比，两组

患者 HbA1c 水平均呈明显降低趋势，两组间有显著差异（P﹤0.05）；干预 6 个月后，实验组

HADS 评分较基线状态显著降低（P﹤0.05）；干预 12 个月、18 个月后、直至 36 个月后，实验组

HRQoL 评分、HADS 评分与基线状态相比均有明显改善，两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自

T12开始实验组 HRQoL 和 HADS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且区域稳定化。 

结论  支持性电话咨询干预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有一定效果，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缓解患者抑郁症状,是一种治疗 2 型糖尿病的重要手段。 

 
 

PU-0766 

p53/miR-155-5p/Sirt1 环路 

在糖尿病肾脏病肾小管损伤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王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脏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糖尿病最重要的并发症之一，本研究探讨

p53/miR-155-5p/Sirt1 环路是否存在及具体的作用机制。 

方法  1.细胞培养 

人肾脏近端肾小管（HK-2）细胞，正常葡萄糖浓度（5.6mmol/L）的培养基作为对照。高葡萄糖

（30mM）培养基的高糖刺激组。温育 72 小时。 

2. RNA 提取、逆转录和定量实时 RT-PCR 

Trizol 法提取细胞组织总 RNA，使用 SYBR 法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反应。 

3. 蛋白提取及 Western blot 

用 RIPA 法提取细胞总蛋白，BCA 法测定样品蛋白浓度，100℃水变性蛋白，天能 Tanon 5500 全

自动化学发光成像分析系统发光显影。 

4.细胞转染 

1）HK-2 细胞分别转染 miR-155-5p mimic/inhibitor 

2）HK-2 细胞转染 pCMV-SIRT1 质粒或 si-Sirt1 

3）P53 抑制剂 Pifithrin-α 处理 HK-2 细胞 

5.双荧光素酶报道基因测定 

使用 PCR 扩增来自 HK-2 细胞基因组 DNA 的 miR-155-5p 和 Sirt1 3'UTR 结合位点。使用 XhoI 和

NotI 限制位点分别将扩增的 Sirt1 3'UTR 片段插入 psi-Check2 载体。 

6.Chip 分析 

软件预测 miR-155-5p 启动子区域中 p53 结合位点的存在。qRT-PCR 分析 Chip 实验回收的

DNA。 

结果  1.高葡萄糖刺激的 HK-2 细胞的相关指标表达测定 

高糖刺激后，miR-155-5p 表达升高，Sirt1 表达受抑制，P53 表达升高，自噬活性受抑制，纤维化

相关指标表达增强。 

2.MiR-155-5p 对 Sirt1 的直接调控 

miR-155-5p 过表达之后 Sirt1 表达降低、自噬活动受抑制，纤维化指标表达增强；而 miR-155-5p

表达抑制之后相应改变则会被逆转。与 miR-155-5p mimic 共转染的 psi-Check2 荧光比率显着降

低，反之则增加。 

3.Sirt1 对 P53 的调控 

Sirt1 过表达后 P53 表达显着降低，并且在 Sirt1 被抑制后该效应会被逆转 

4.P53 对 miR-155-5p 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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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糖刺激可使 P53 和 miR-155-5p 启动子区域结合的表达上调，同时使用抑制剂 Pifithrin-α 抑制

P53 表达之后，观察到 miR-155-5p 表达下降。 

结论  存在高糖诱导的肾小管细胞损伤信号环路 p53/miR-155-5p/Sirt1。 

 
 

PU-0767 

住院 1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并发症分析 

 
胡婷,杨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讨住院 1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并发症分析。 

方法  1、对 545 例住院 1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了解 1 型糖尿病的临床特征及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2、按抗体阳性与否（免疫介导性 T1A 和特发性 T1B）、不同起病年龄（＜14

岁、14-30 岁、≥30 岁）分组，比较各组间临床和生化特点及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1、本研究 545 例住院 1 型糖尿病中，T1A 228 例（41.8%），T1B 281 例（58.2%），起病

年龄 27.0（15.0 , 40.0）岁，中老年起病者占 42.8%；合并高血压、血脂紊乱者各有 25.1%、

56.5%；51.0%并发酮症/酮症酸中毒；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自主神经病变和

糖尿病足的检出率分别为 20.1%、22.4%、28.4%、8.4%和 2.2%；脑卒中、冠心病和周围血管疾

病的发生率分别为 2.4%、3.5%、4.8%。2、临床特征：1）和 T1B 组相比，T1A 组女性比例更

高，成年起病者比例较低，空腹 C 肽和峰值 C 肽较高。2）儿童（<14 岁）起病组女性比例高于男

性，收缩压及血肌酐最低，所有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均最低；中老年（≥30 岁）起病组空腹 C 肽

及峰值 C 肽均最低，起病时酮症的发生率及所有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均高于儿童青少年起病者。 

结论  我国中老年起病的住院 1 型糖尿病患者不少见，起病时酮症的发生率不低于儿童及青少年起

病者，微血管及大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均更高。 

 
 

PU-0768 

糖化血红蛋白及其氧化相关物质 

与肾功能正常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肾血流的相关性研究 

 
王娇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目的  比较肾功能正常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与健康人的肾功能与肾内血流动力学，并探讨

T2DM 患者外周血糖化血红蛋白浓度及其氧化相关物质与肾血流动力学的相关性 

方法  观察 50 例健康人与 80 例早期（正常肾功能）T2DM 患者肾功能的情况并探讨 T2DM 患者外

周血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氧化相关物质［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性氧类物质（ROS）活性、丙二醛（MDA）浓度］与双肾内血管阻力指数

（RI）、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GFR）、血清肌酐（Cr）、血清尿素氮（BUN）］及其尿蛋白

排泄率（AER），并探讨其相关性，以更好的监测早期 T2DM 患者肾血流动力学变化。 

结果  健康人的 ROS、MDA、GFR、Cr、BUN、AER 均低于早期 T2DM 患者（p＜0.05），而

SOD、GSH-Px 高于早期 T2DM 患者（p＜0.05）。HbA1c 与 RI、GFR、Cr、BUN、AER 间呈正

相关，ROS、MDA 与 RI、GFR、Cr、BUN、AER 间呈正相关，SOD、GSH-Px 与双肾 RI、

GFR、Cr、BUN、AER 间呈负相关；肾指标与氧化相关物之间无多元线性回归关系（P＞0.05），

除了双侧 RI、GFR（P＜0.05）  ，上述相关性在健康人群中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 2 型糖尿病患者即存在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外周血清氧化相关物质与糖化血红蛋白可

以直接影响肾脏血流动力学，为临床早期诊断及治疗效果提供一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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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9 

老年糖尿病合并血流感染的回顾性分析 

 
杨荣礼 1,卢斌 1,2 

1.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目的  了解徐州市区糖尿病合并血流感染的老年患者与非老年成人患者的临床特点、病原菌分布及

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的异同，分析影响糖尿病合并血流感染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合理应用

抗菌药物及评估预后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徐州市区四所三级医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 663 例 DM 合并 BSI 患者

的临床资料、空腹血糖、病原菌分布、药敏结果及病情转归。依据年龄 65 岁为界将 DM 合并 BSI

患者分老年组(大于等于 65 岁)和成人组(18～64 岁)，分别对两组间菌群分布及耐药率进行比较。

依据病情转归，将糖尿病合并血流感染患者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估影响糖尿病合

并血流感染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1．一般资料：663 例 DM 合并 BSI 患者年龄分布在 18～101 岁，中位数 66 岁；年龄大于等

于 65 岁的老年患者共 354 例。2．菌株分布：共检出菌株 804 株，包括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

性菌比例近似，真菌 12 株。常见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老年组患者中鲍曼不动杆菌和屎肠球菌所占比例高于成人组(P＜

0.05)。3．药敏结果：主要革兰氏阳性菌对青霉素、红霉素的耐药率大于 70%，对阿米卡星、万古

霉素的耐药率小于 10%。主要革兰氏阴性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大于 80%；对阿米卡星、亚胺培

南的耐药率小于 30%，但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大于 60%。老年组肺炎克雷伯杆菌对于

亚胺培南、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均高于成人组(P＜

0.05)，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低于成人组(P＜0.001)。4.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年龄、

男性、ICU 患者、空腹血糖 

结论   1．DM 合并 BSI 患者中,常见为大肠埃希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2．DM 合并 BSI 患者感染革兰氏阳性菌，对阿米卡星、万古霉素敏感

率高，对青霉素耐药率高；革兰氏阴性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阿米卡星敏感率高，对氨苄西

林耐药率高；自老年 DM 合并 BSI 患者对抗菌药物耐药率普遍高于成人患者。3．DM 合并 BSI 患

者死亡率达 21.4%；年龄、男性、ICU 患者和空腹血糖水平是 DM 合并 BSI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

素。 

 
 

PU-0770 

二甲双胍及西格列汀对初诊断 2 糖尿病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郭娜 

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对比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口服二甲双胍及西格列汀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门诊（2018.2.1~2018.5.20）于我院就诊的 150 例体型超重或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糖化血红蛋白 6.5%~9.0%）随机分为二甲双胍与西格列汀组，每组各 75 例，其中二甲双胍组给

予盐酸二甲双胍片 500 毫克，3/日，西格列汀组给予磷酸西格列汀片 100 毫克，1/日，随访三个

月，分析初诊断糖尿病起始治疗与随访三个月末测空腹血糖（FPG）、餐后两小时血糖(2HPG)、

糖化血红蛋白(HbAIc)、体重、胃肠反应、低血糖事件等研究指标。 

结果  起始治疗时，两组患者 FPG、2HPG、HbAIc 及体重均无明显差异(P>0.05)。患者均有较好

依从性并配合完成 3 个月随访工作。随访 3 月末，二甲双胍组 FPG、2HPG、HbAIc 与西格列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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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水平相当。二甲双胍组体重较基线下降幅度与西格列汀组体重较基线下降的幅度相比明显增高

（P<0.05）。西格列汀组发生低血糖事件明显低于二甲双胍组（P<0.05）。西格列汀组发生胃肠

道不良反应的事件明显低于二甲双胍组（P<0.05） 

结论  二甲双胍与西格列汀单药治疗相比，降糖疗效相当，减重效果更佳，在胃肠反应，低血糖事

件方面，西格列汀更具优势。 

 
 

PU-0771 

负压封闭引流联合高压氧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临床观察 

 
谷沛 1,王彦（通讯作者）2 

1.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负压封闭引流（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联合高压氧（Hyperbaric oxygen ，

HBO）治疗糖尿病足溃疡（Wagner 2-4 级）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同煤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糖尿病足患者总计 80

例，根据治疗方法，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n=20）  、VSD 治疗组（n=20）、HBO 治疗组

（n=20）和 VSD 和 HBO 联合治疗组（n=20）。4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降糖、抗感染、

能量合剂和神经细胞营养、换药等综合治疗。记录 4 组患者治疗后治疗效果、达到有效治疗效果的

时间（有效标准：溃疡创面至少愈合 40% 以上）、血液黏度指标、足背动脉血流动力学及创面肉

芽 组 织 中 乳 酸 脱 氢 酶 （ Lactate dehydrogenase ， LDH ） 及 琥 珀 酸 脱 氢 酶 （ Succinate 

dehydrogenase，SDH）活性。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或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定性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1.4 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如年龄、性别、糖尿病发病时间及生化指标、不同 Wagner 分级患

者例数、 Wagner 分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治疗前，4 组患者全血低切

度、全血高切度、血浆高切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和红细胞变形指数等血液黏度指标，足背动脉最快

流速、最慢流速、阻力系数和血管内径等血流动力学指标，创面肉芽组织中 LDH 和 SDH 活性组间

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后，与常规治疗组、VSD 治疗组、HBO 治疗组相

比较，联合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与统计例数较少有

关；患者达到有效治疗效果的时间显著缩短，全血低切度、血浆高切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和红细胞

变形指数显著降低，最快流速、最慢流速和血管内径显著增加，而阻力系数降低，LDH 活性降

低， SDH 活性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负压封闭引流联合高压氧治疗可以有效的促进糖尿病足溃疡的愈合，提高临床疗效，可能的

机制与负压封闭引流联合高压氧可以提高创面肉芽组织中 SDH 的活性，减弱 LDH 的活性有关。 

 
 

PU-0772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脏病进展的危险因素分析 

 
黄映珍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目前糖尿病肾脏病（DKD）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尚未完全阐明，寻找加速 DKD 进展的危险

因素对 DKD 的防治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在我科多次住院的 2 型糖尿病肾脏病患者

的临床资料，探讨 DKD 进展的危险因素，为进行 DKD 进展风险评估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我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两次以上的 2 型糖尿病合

并 DKD 患者的临床资料，以首次诊断为合并 DKD 为基线，此后每次住院视为一次随访，根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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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尿白蛋白的变化情况分为进展组和未进展组，分析比较两组随访前后的临床资料，Logistic

回归分析 DKD 进展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纳入符合条件的 2 型糖尿病合并 DKD 患者 194 例，其中男性 130 例，女性 64 例。中位随

访 27（15，45）个月后，纳入进展组的有 118 例，未进展组 76 例。两组在基线 SCr、BUN、

UAER、ALB、Hb、Ca、DPN 患病率、需使用 3 种以上降压药的患者比例等方面有统计学差异

（P<0.05）。两组患者随访后 SCr、HBP 患病率均较基线有显著性升高，HbA1c、Hb 较基线有所

下降。所有患者中位 eGFR 年下降率为 8.4%（2.0%，25.1%），进展组 eGFR 年下降率显著高于

未进展组[18.4%（6.5%，42.2%）vs 2.4%（-1.0%，7.0%）]。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eGFR 年

下降率（OR=1.117，95%CI：1.067-1.170，P<0.001）、糖化血红蛋白（OR=1.250，95%CI：

1.032-1.514，P=0.022）、需联合使用 3 种以上降压药（OR=4.561，95%CI：1.230-16.909，

P=0.023）是 2 型糖尿病肾脏病进展的危险因素。 

结论  较高的 eGFR 年下降率、基线糖化血红蛋白、需联合使用 3 种以上降压药是 2 型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肾脏病进展的危险因素，临床上除了对这类患者血糖、血压的管理、对肾功能的评估外，还

需关注疾病进程中肾功能的下降速率，评价其动态变化，也许能对评估肾病进展风险提供更多的信

息。 

 
 

PU-0773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不同血糖变异性参数 

和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研究 

 
童蕾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血糖波动情况称为血糖变异性（GV），糖尿病患者 GV 更大，较高 GV 也是糖尿病并发症独

立危险因素。血糖控制金标准糖化血红蛋白（HbA1c）仅能表明血糖在一段时间内平均控制情况，

无法对血糖变异性的大小进行有效描述。在全球范围，如何针对 GV 进行描述、管理和治疗已逐渐

成为内分泌科医师关注重点之一。目前为止，GV 的评估方式并没有形成广泛接受的金标准，研究

工作中很多时候需计算多个 GV 参数十分繁琐。本研究拟计算并比较不同 GV 参数和心血管事件等

并发症的相关性，为 GV 计算指标的选择提供更多参考。 

方法  筛选门诊就诊病人，若病人在就诊时满足以下条件，则入选该回顾性分析之中：1）≥18 岁的

2 型糖尿病患者；2）口服降糖药和/或胰岛素治疗，至少一个月未更换治疗方案；3）在就诊前 2 周

内连续测量指末血糖≥2 天，每天测量 7 次；4）本次就诊时测量了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肌酐水平。最

终有 288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66.5± 11.1 岁）入选。对空腹血糖、餐后血糖、 睡前血糖进行测量

和记录。计算平均血糖和 10 个常用的可以根据自我监测血糖（SMBG）得出的 GV 参数，包括标

准差，变异系数，M-index，J-index，曲线下面积，高血糖的指数、血糖风险指数（BG risk 

index），平均每日差异（MODD），糖尿病血糖风险评估方程（GRADE）和血糖波动平均振幅

（MAGE）。询问并记录冠心病（CAD）、脑卒中和慢性肾病（CKD）病史。CAD 定义为已确诊

的急性心肌梗死和/或行冠状动脉再通治疗，脑卒中包括已经确诊的出血性和/或缺血性脑卒中，

CKD 的定义为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小于 60 mL/min/1.73 m^2。 

结果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表明，只有 MAGE 与肾小球滤过率显著相关（P≤0.03）。在 Cochran-

Armitage 趋势检验中，BG risk index、MAGE 与 3 项心血管事件均显著相关 （P≤0.03）。在对潜

在的混杂因素进行处理后，多元逻辑回归结果表明，只有 BG risk index 和 MAGE 仍与这三种心血

管事件显著相关（P≤0.01），而与其他的 GV 参数与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受

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表明，在识别 CAD、中风或 CKD 时，BG risk index 和 MAGE 的

能力是相似的（P≥0.39）。 

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BG risk index 和 MAGE 与心血管事件相关性比其他 GV 参数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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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4 

糖尿病足病的易患因素分析 

 
尹玉杰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足病发生、发展的易患因素。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就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糖尿病足病患者

103 例，并随机选取同期住院的非足病患者 120 例。比较糖尿病足病组与非足病组临床资料如年

龄、性别、病程、吸烟、住院天数、体重指数、舒张压，是否合并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糖尿病肾

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血红蛋白、血小板，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

化血红蛋白、血清总蛋白、白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甘油

三酯、胱抑素 C、尿素、肌酐、尿酸、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纤维蛋白原、踝肱指数，左室射血分

数、左室舒张早期 E 峰峰值、舒张晚期 A 峰峰值、计算 E/A 比值、左室舒张早期 e 峰峰值、舒张

晚期 a 峰峰值、计算 e/a 比值、每搏输出量、心输出量、室间隔厚度、左室后壁厚度、心率。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糖尿病足病组患者男性所占比例、年龄、病程、住院天数、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糖尿病肾

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阳性率、吸烟率、收缩压、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肌

酐、胱抑素 C、室间隔厚度与非足病组相比均明显升高（P＜0.05）； 糖尿病足病患者的踝肱指

数、血红蛋白、总蛋白、白蛋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估算肾

小球滤过率、E/A、e 峰峰值、a 峰峰值、e/a 较非足病组均明显降低（P＜0.05）。而糖尿病足病

患者体重指数、舒张压、总胆固醇、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素、左室射血

分数、每搏输出量、心输出量、心率、E 峰、A 峰、左室后壁厚度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将两组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论  吸烟、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收缩压、总蛋白、纤维蛋白原、踝肱指

数是糖尿病足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775 

糖尿病足病的易患因素分析 

 
尹玉杰,张建中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足病发生、发展的易患因素。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就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糖尿病足病患者

103 例，并随机选取同期住院的非足病患者 120 例。比较糖尿病足病组与非足病组临床资料如年

龄、性别、病程、吸烟、住院天数、体重指数、舒张压，是否合并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糖尿病肾

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血红蛋白、血小板，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

化血红蛋白、血清总蛋白、白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甘油

三酯、胱抑素 C、尿素、肌酐、尿酸、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纤维蛋白原、踝肱指数，左室射血分

数、左室舒张早期 E 峰峰值、舒张晚期 A 峰峰值、计算 E/A 比值、左室舒张早期 e 峰峰值、舒张

晚期 a 峰峰值、计算 e/a 比值、每搏输出量、心输出量、室间隔厚度、左室后壁厚度、心率。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糖尿病足病组患者男性所占比例、年龄、病程、住院天数、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糖尿病肾

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阳性率、吸烟率、收缩压、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肌

酐、胱抑素 C、室间隔厚度与非足病组相比均明显升高（P＜0.05）； 糖尿病足病患者的踝肱指

数、血红蛋白、总蛋白、白蛋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估算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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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滤过率、E/A、e 峰峰值、a 峰峰值、e/a 较非足病组均明显降低（P＜0.05）。而糖尿病足病

患者体重指数、舒张压、总胆固醇、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素、左室射血

分数、每搏输出量、心输出量、心率、E 峰、A 峰、左室后壁厚度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将两组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论  吸烟、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收缩压、总蛋白、纤维蛋白原、踝肱指

数是糖尿病足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776 

糖尿病足病的心脏功能变化的临床研究 

 
尹玉杰,张建中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病（Wagner0-5 级）患者的心脏功能变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糖尿病足

病患者 103 例，同期住院的糖尿病非足病患者 120 例，因糖尿病足病截肢的患者 14 例。按照

Wagner 分级标准，分为 Wagner0-5 组，0 组 24 人，1 组 14 人，2 组 23 人，3 组 14 人，4 组 20

人，5 组 8 人。将糖尿病足病患者分为截肢组和非截肢。比较各组间左室射血分数、左室舒张早期

E 峰峰值、舒张晚期 A 峰峰值、计算 E/A 比值；左室舒张早期 e 峰峰值、舒张晚期 a 峰峰值、计算

e/a 比值、每搏输出量、心输出量、室间隔厚度、左室后壁厚度、心率。应用 SPSS22.0 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1.非糖尿病足组、糖尿病足 Wagner0、1、2、3、4 级的 E/A、e/a 值均明显高于 Wagner5 级

（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非糖尿病足组、糖尿病足 Wagner0、1、2、3 级的 E/A、e/a

值均明显高于 Wagner4 级（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Wagner4 级与 5 级之间 E/A、e/a 值

之间无明显差别（P＞0.05）。非糖尿病足组、糖尿病足 Wagner0、1、2、3 级的 e 峰值均明显高

于 Wagner5 级、4 级（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非糖尿病足组、糖尿病足不同分组间左室

射血分数、左室短轴缩短率及其他指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2.与非足病组相比，糖尿病足病截肢组左室射血分数、E/A、e/a 明显降低（P＜0.05），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糖尿病截肢组与非糖尿病组、糖尿病足病非截肢组相比，心率值均较高（P＜0.05），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糖尿病足病患者的左心功能以舒张功能减退为主，随着 Wagner 分级的增加其舒张功能减退

程度越严重，截肢组舒张功能减退程度亦更严重，且早于收缩功能减退。左室心脏功能变化早于心

脏结构的变化。 

 
 

PU-0777 

以二甲双胍、TZDs 和 GLP-1 类似物组成的三联降糖方案 

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的临床对照研究 

 
康庄 1,罗志丹 2,张虹 1,郭瑞金 1,苏恒 1,能琼俐 1 

1.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重庆市人民医院 

 

目的  对于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目前尚未提出针对性的新型治疗方案，其降糖治疗仍

依据 2 型糖尿病传统方案，然而无论血糖控制情况还是综合指标控制情况均不够理想。根据 2 型糖

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的病理机制和临床特征，我们推测由二甲双胍、TZDs 和 GLP-1 类似物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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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疗法可能是适合此类患者的优化降糖方案。本研究旨在对比观察由二甲双胍、TZDs、GLP-1

类似物构成的三联降糖方案与传统降糖方案对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的疗效。 

方法  针对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进行随机化、开放性、平行对照的 6 个月前瞻性干预研

究，比较三联疗法与传统疗法在降糖效果、脂肪分布、体重、血脂、血压各方面的控制效果。三联

疗法组治疗方案为：艾塞那肽或者利拉鲁肽，按说明书常规使用；吡格列酮二甲双胍 1 片，早、晚

各 1 次；二甲双胍 0.5g，中午 1 次。传统疗法组治疗方案为：二甲双胍、吡格列酮二甲双胍、磺

脲类、糖苷酶抑制剂类、DPP4 抑制剂、基础胰岛素中的任意不超过三种药物联合使用。 

结果  1、治疗后三联组 FPG、2hBG 及 HbA1C 显著低于传统组（P<0.05）；三联组 HbA1c 和

FPG 的达标率高于传统组（P<0.05）。 2、治疗前后三联组的体重、腰围、内脏脂肪面积、

HbA1c 及舒张压的变化幅度显著大于传统组（P 均<0.05）。 3、三联组和传统组之间低血糖发生

率无显著差异（P>0.05）；三联组胃肠道反应发生率高于传统组（P<0.05），但 90%为轻度胃肠

道反应。 

结论   由二甲双胍、TZDs 和 GLP-1 类似物构成的三联降糖方案与传统降糖方案相比，除了能有效

降糖，还能更有效减少内脏脂肪、降低体重、减小腰围，并有益于血压的控制，同时低血糖发生率

低，严重胃肠道反应发生少，是适合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的优化治疗方案。 

 
 

PU-0778 

高盐饮食对小鼠血糖的影响以及肠道 SGLT1 表达的研究 

 
阳恒,高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 3%浓度的高盐饮食 4 周后小鼠血糖的变化以及肠道（空肠、回肠）钠-葡萄糖协同转运

蛋白 1（SGLT1）的表达。 

方法  16 只 8 周雄性 C57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正常饲料饮食、n=8 只）、实验组（3%浓度的高

盐饲料饮食、n=8 只），两组小鼠均自由进食。实验时间为四周,第三周结束后行小鼠糖耐量试验检

测；第四周末检测小鼠的肠道糖吸收变化。实验结束后测定两组小鼠血 Na 水平、空腹血糖

（FBG）、血脂、肌酐和糖化血清蛋白（GSP）；免疫组化检测两组小鼠肠道（空肠、回肠）

SGLT1 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肠道（空肠、回肠）SGLT1 蛋白的表达，rt-PCR 检测小鼠肠

道（空肠、回肠）SGLT1 的 mRNA 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糖耐量下降；实验组小鼠糖吸收明显提前，且实验组小鼠血糖在

5min，10min，15min 时明显升高（P＜0.01）；实验组小鼠血 Na 浓度高于对照组（P＜0.05），

两组血 Na 浓度均处于正常范围；实验组小鼠 FBG 高于对照组（P＜0.05），且两组血糖均在正常

范围；实验组小鼠低密度脂蛋白、肌酐、GSP 高于对照组（P＜0.05），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

蛋白降低，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组化提示实验组小鼠空肠、回肠 SGLTI 表达升高

（P＜0.05），Western blot 检测提示实验组小鼠空肠、回肠 SGLTI 蛋白表达升高（P＜0.05），

rt-PCR 提示实验组小鼠空肠、回肠 SGLT1 的 mRNA 表达升高（P＜0.05） 

结论  高盐饮食可以升高小鼠血糖，小鼠血糖的升高可能与肠道 SGLT1 表达的增多增加了肠道糖

的吸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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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9 

恩格列净在非酒精性脂肪肝（NASH）临床前模型中的疗效 

 
Eric Mayoux,Thomas Klein,Michael Mark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恩格列净对伴发 NASH 和高糖血症的小鼠模型的疗效。 

方法  新生雄性小鼠（出生后 2 天）予皮下注射链脲霉素，4 周龄起予高脂饮食，6 至 8 周龄起分别

予空载、恩格列净（10mg/kg）、替米沙坦（15mg/kg，阳性对照）灌胃；另设一组正常饮食、未

注射链脲霉素的小鼠作正常对照。在组织学水平，用 NAS（组织学 NAFLD 评分）评估脂肪沉积、

炎症及气球样变；在 mRNA 水平，检测炎症标志物的表达量。 

结果  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50mg/dL）相比，空载组小鼠血糖水平显著升高（525mg/dL）；

与空载相比，恩格列净显著降低血糖水平（261 mg/dL），而替米沙坦对血糖无明显改变（429.4 

mg/dL）。与正常对照组（0.0）相比，空载组（4.1）NAS 显著增加；与空载组相比，替米沙坦处

理组（1.4）和恩格列净处理组（1.4±1.0）的 NAS 均显著降低。替米沙坦和恩格列净均减少胶原

蛋白沉积、改善脂肪沉积；与此一致的是，与空载组（5.7）相比，替米沙坦处理组（1.7）和恩格

列净处理组（2.8）小鼠肝脏 TNF-α mRNA 表达水平均显著下降。 

结论  恩格列净可用作治疗 NASH 的候选药物，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其与已批准适应症、具有不

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治疗肝脏疾病的潜在可能性。 

 
 

PU-0780 

不同病程糖尿病模型大鼠肾脏皮层血流值 

及氧化应激指标变化的实验研究 

 
王丽 1,于世家 1,尹烨淋 1,2 

1.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辽宁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不同病程糖尿病模型大鼠肾脏皮层血流值、血脂、氧化应激特征性标志物的水平。 

方法  将链脲佐菌素诱导的实验性糖尿病大鼠 20 只，造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为 4 组：0 周组、2 周

组、4 周组、8 周组，分别于第 0、2、4、 8 周，观察大鼠的血糖、肾重、肾功，应用激光散斑成

像技术观察肾脏皮层血流值。采血检测一氧化氮(NO)、内皮素-1(ET-1)、血栓素-2(TXB2)、6-酮-前

列腺素 F-1α(6-Keto-PGF-1α)、超氧化物歧化酶(SOD)、RT-PCR 法检测肾组织转化生长因子

（TGF）-β1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4 周组、8 周组大鼠表现为血糖升高、肾重增加、尿蛋白排泄增加、肌酐升高，呈糖尿病肾病

模型大鼠表现。与 0 周组比较，肾脏皮层血流值明显增高(P<0.05) ； NO、6-Keto-PGF-1α 和

SOD 水平均显著下降，ET-1、TXB2 水平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GF-β1 表达水平显

著增高(P<0.05)。8 周组大鼠指标变化较 4 周组明显，两组间指标有统计学差异(P<0.05)。2 周组

大鼠表现为血糖升高、肾重增加、尿微量蛋白排泄增加、肌酐正常。与 0 周组比较，肾脏皮层血流

值明显增高(P<0.05)，NO、6-Keto-PGF-1α 水平均下降(P<0.05)，SOD、ET-1、TXB2 水平和

TGF-β1 表达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  实验性糖尿病大鼠肾脏损害的早期表现为肾脏皮层血流值增加，微循环障碍可能是糖尿病肾

脏病变的早期表现和始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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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1 

木丹颗粒治疗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变（PDPN） 

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疗效观察 

 
王丽 1,于世家 1,尹烨淋 2 

1.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辽宁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木丹颗粒治疗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变（PDPN）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疗效。 

方法  选取 PDPN 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中药组和西药组，每组各 20 例。中药组口服木丹颗粒 1 袋

日三次；西药口服甲钴胺 500 微克日三次。疗程均为 4 周。采用 ID Pain 量表和数字评分法

（NRS）进行评估，对两组用药前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程度进行比较。 

结果  中药组用药前后 ID Pain 量表［（6.50±2.81）VS（4.22±1.90）］分和数字评分法（NRS）

评分［（3.28±0.1）VS（2.24±0.09）］分。西药组用药前后 ID Pain 量表评分［（6.85±2.17）

VS（5.08±2.12）］分，数字评分法（NRS）评分［（3.08±0.7）VS（2.69±0.21）］分。两组治

疗后疼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量表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间治疗后 ID Pain 

量表和数字评分法（NRS）中药组优于西药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与西药治疗组相比，应用木丹颗粒的中药组可显著改善 PDPN 患者的神经病理性疼痛。 

 
 

PU-0782 

利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在 2 型糖尿病 

合并脂肪肝治疗中的临床观察 

 
叶林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目的  观察利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对初发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患

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两组均在生活方式干预治疗基础上加用药物，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 商品名 : 格华止，规格:

每片 500 mg，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 500 mg，tid，口服; 治疗组给予二甲双胍 500 mg， 

tid，口服; 同时加服利格列汀 (商品名欧唐宁，规格: 每片 5 mg，勃林格殷格翰-礼来) 5mg，qd，

口服。疗程均为 12 周 。 

结果  两组在治疗前后体重指数、生化指标比较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的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P ＜ 

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AST、ALT、GGT、HbA1c、HOMA-IR、TG 改善更明显( P ＜ 

0．05 )。 

结论  利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是一种新型安全有效的 T2DM 合并 NAFLD 的治疗方案 。充分发挥了

利格列汀改善胰腺 β 细胞功能、不增加体重、低血糖发生率低、肾安全性好以及半衰期长一天一次

给药依从性高的药动学和药效学方面的优势。为广大合并脂肪肝的糖尿病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

择，满足糖尿病长期风险管理的治疗需求。符合目前国际上糖尿病治疗“全面考量、综合治理”的最

新理念。解决了一直以来 NAFLD 治疗上，除了生活方式干预外，没有安全、确定疗效的药物的问

题，为临床提供了循证医学和循证药学证据，开发了 T2DM 合并 NAFLD 的药物治疗的新思路。该

技术在 T2DM 合并 NAFLD 的治疗中有很大的潜力，前景广阔，值得推广。但利格列汀毕竞上市时

间不长，尚需临床进一步的深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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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3 

糖尿病足患者合并冠心病的诊断评分系统的评价 

 
陈莹,杨彩哲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2015 年空军总医院内分泌科建立的糖尿病足患者并存冠心病的诊断评分系统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糖尿病足住院患者中已完善冠状动脉造影（ＣＡＧ）检查或双源 CT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

或有明确心梗病史的患者 171 例。同时对每例患者按照诊断评分系统进行评分。以冠状动脉造影

（ＣＡＧ）检查或双源 CT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或有明确心梗病史为诊断金标准，对此评分系统进行

评价。 

结果  糖尿病足患者并存冠心病的诊断中，空军总医院内分泌科建立的糖尿病足患者并存冠心病的

诊断评分系统与金标准比较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符合率值依次为 85.5%、63.1%、

95%、83%。 

结论  2015 年空军总医院内分泌科建立的糖尿病足患者并存冠心病的诊断评分系统的敏感度、阳性

预测值及符合率较高，它具有简单易操作及低成本的特性，适合对糖尿病足患者进行初步冠心病的

筛查，尤其对于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进行冠心病评估的糖尿病足患者更加适合。但其特异性略低，综

合分析原因为患者糖尿病病程时长受主观因素干扰较大，部分患者已知糖尿病患病时间短于实际糖

尿病患病时间，理论评分分数低于实际评分分数，部分患者被定义在假阴性区域，导致评分系统的

特异度下降，同时对敏感度及符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下一步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分析研究，进

一步校正完善此评分系统。 

 
 

PU-0784 

NKp44+NK 细胞在 1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分析 

 
薛君力,李兰芳,曾姣娥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明确 NKp44+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及其白介素 22（Interleukin-22，IL-22）在 1

型糖尿病中的表达及可能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分别选取 19 例 1 型糖尿病患者和 20 例健康对照，常规生化指标检查及糖尿病相关慢性并发

症筛查，流式细胞仪检测 NKp44+NK 细胞及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IL-22 表达，相关性分析各指标

间的相关性及可能影响因素 

结果  在 1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 NKp44+ NK 细胞比例及 IL-22 均较对照组升高（NKp44+NK 细

胞比例 0.03±0.02% vs 0.00±0.00% t=7.29 P<0.01，IL-22 48.60±10.67pg/ml vs 35.85±7.92pg/ml, 

t=4.10 P<0.01），NKp44+NK 细胞比例与 IL-22 浓度具有相关性（r=0.51 P<0.05）。NKp44+NK

细胞在外周血中比例增加与糖化血红蛋白具有明显相关性（r=0.47 P<0.05），NKp44+NK 细胞比

例及 IL-22 浓度与谷氨酸脱羧酶抗体等指标无明显相关性。无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 NKp44+NK

细胞比例较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明显升高（t=2.97 P<0.01），NKp44+NK 细胞比例及 IL-22 浓

度在有无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糖尿病肾脏病变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1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 NKp44+NK 细胞比例及其 IL-22 表达升高，其可能与 1 型糖尿病患

者血糖控制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有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538 

 

PU-0785 

营养配餐在无陪护病房妊娠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张明明,邢桂红,李婷婷,王君 

本溪市中心医院 

 

目的  在倡导“优质护理服务”的今天，对住院妊娠糖尿病患者进行营养配餐，营养配餐制度能为妊

娠糖尿病患者提供均衡的营养膳食，合理地调整和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实现“对症”饮食治疗，

从而促使患者的康复。在无陪护病房中开展有利于优质护理病房的管理及患者的自我管理，更能方

便患者就餐，尤其是需要进行分餐、多餐制的妊娠糖尿病患者，可以减轻家属护理患者时间和精

力，减少了家属的负担 

方法  选取 50 例无陪护病房住院妊娠糖尿病患者（年龄在 23-40 岁），入院后完善各种检查，住院

期间由营养师根据患者体重指数、血脂、血压、体力活动强度、饮食习惯等为患者制订个体化食

谱。出院前复查入院时化验指标，与入院时指标进行对比。三个月后随访再次对上述指标进行评估

比较。 

结果  患者出院前血糖平均下降率为 37.50%；血脂下降 16.50%；血压下降率为 15.0%，三个月后

随访，糖化血红蛋白平均下降 2.70%，均有明显改善。采用配对 t 检验, 住院前后检查指标差别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对住院无陪护的妊娠糖尿病患者进行营养配餐，有利于优质护理病房管理及患者的自我

管理，减轻家属护理患者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提高患者血糖、血压、血脂及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

的总体控制水平, 实现“对症”饮食治疗并能使其改正错误的饮食行为，摈弃不良的饮食观念， 建立

良好的生活方式。增强了有效控制血糖的能力,提高了病人对医生制定的治疗方案的依从性，并能

缩短住院时间，提高胎儿存活质量、减少住院费用, 贯彻了“以病人为中心”的主题思想， 真正达到

让患者、家属、医院三方满意，最终达到三方多赢的结果。 

 
 

PU-0786 

胰岛素过量致低血糖 1 例临床报道与分析 

 
郭晓 1,韩文霞 1 

1.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 

 

目的  通过报道 1 例注射过量胰岛素导致低血糖昏迷病例，探讨药物性低血糖的危害及临床治疗。 

方法  报道 1 例因注射大量胰岛素（甘精胰岛素约 800IU 和少量门冬胰岛素注射液）致严重低血糖

昏迷患者 1 例，给予 50%葡萄糖注射液持续泵入，动态监测血糖，根据患者胰岛素、C 肽及血糖

水平，调整高糖输注量。 

结果  患者入院后监测到的最低血糖为 0.54mmol/l,持续高糖泵入，第一个 24 小时患者血糖持续在

较低水平，波动在 3mmol/ L 左右,第二个 24 小时患者血糖波动在 7mmol/ L 左右，患者意识逐渐清

醒，持续高糖泵入，血糖逐渐升高。72 小时后患者血糖明显升高后，考虑胰岛素已基本代谢完，

停用高糖泵，治疗期间共泵入葡萄糖 1725g，胰岛素基本代谢完全大约在入院 72 小时后。 

结论  严重的低血糖会导致低血糖脑病。脑细胞所需要的能量几乎完全来自葡萄糖，约占体内葡萄

糖消耗总量的 60%，正常人脑组织储存极少糖，当发生低血糖时，中枢神经系统每小时仍需要 6 g 

左右的葡萄糖提供能量，葡萄糖供给不足，出现脑神经细胞代谢障碍，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继发血

管痉挛，导致弥漫性脑功能障碍。低血糖持续 6 h 以上大脑可出现神经元水肿、变性、坏死，弥漫

性出血灶，节段性脱髓鞘，脑组织软化等不可逆性脑损害[1]。本例家属发现患者抽搐伴意识丧失

3h 入院，测得血糖最低为 0.54mmol/ L,具体低血糖持续时间已无法考证,入院后立即给予 50%葡萄

糖溶液静推,维持患者呼吸道通畅,低流量吸氧。来得时（甘精胰岛素注射液）降糖作用时间较长,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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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期为 12.5h,无明显的峰值,降糖作用平稳。第一个 24 小时患者血糖持续在较低水平，波动在

3mmol/ L 左右,第二个 24 小时患者血糖波动在 7mmol/ L 左右，患者意识逐渐清醒，持续高糖泵

入，血糖逐渐升高。72 小时后患者血糖明显升高后，考虑胰岛素已基本代谢完，停用高糖泵，治

疗期间共泵入葡萄糖 1725g。由于未规律监测血清胰岛素水平，根据患者血糖估计胰岛素代谢完全

大约在胰岛素第 7 个半衰期左右，该患者合并肾功能不全，胰岛素的代谢会减慢。长效胰岛素在体

内代谢时间长，大量注射长效胰岛素导致的低血糖短时间内不易纠正，需密切监测血糖变化情况,

随时对症处理，防止低血糖反复发生。该患者入院后未行血清胰岛素检测，单纯根据患者末梢血糖

水平补充葡萄糖，血糖波动大，按血清胰岛素水平监测指导补充葡萄糖,治疗的安全性会更好。 

 
 

PU-0787 

延伸护理模式在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出院后的应用 

 
张明明,邢桂红,梁茵,王美玲 

本溪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出院后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120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的患者出院后按自己的

生活方式进行自我管理，实验组患者在出院后由护士定期进行电话随访和登门走访,了解患者血糖

控制的情况、患者的家居条件、家人支持和配合情况等，检查其储存在家的药物是否过期,让患者

当面演示测末梢血糖或注射胰岛素的操作等,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那些尚未购买微量血糖仪的患者,

为其测量血糖。6 个月后比较两组依从性、血糖血压达标情况及糖化血红蛋白值。 

结果  观察组的依从性、自测血压血糖达标率及糖化血红蛋白值等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对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对老年患者进行系统

的健康教育是普及糖尿病知识、提高其自控能力的最有效方式。护士是健康教育的执行者，延伸护

理服务突破传统护理模式，拓展了优质护理服务的内涵，将延伸护理应用于院外老年糖尿病患者，

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患者康复，提高其依从性，降低患者再次入院率，缩短平均住院天

数，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减轻了社会和患者的经济负担， 

 
 

PU-0788 

达格列净治疗 2 型糖尿病的快速卫生技术评估 

 
丁月霞 1,李奕晓 2,陆丛笑 1,唐启令 1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烟台大学药学院 

 

目的  利用快速卫生技术评估方法，了解达格列净在治疗 2 型糖尿病方面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

性，并且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为临床药物选择和决策者提供快捷、高效的循证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 ，Embase，Medline（via pubmed）英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中文数据库，同时检索国内外 HTA 机构相关数据库及官方网站，获取相

关文献。根据预设的纳入排除标准，对达格列净治疗 2 型糖尿病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进行定性

分析。 

结果  共计纳入 11 篇系统评价/ Meta 分析，4 篇经济学研究。未检索到符合标准的达格列净 HTA

报告。达格列净作为国内首个上市 SGLT2 抑制剂，可作为单药治疗用于 2 型糖尿病成人患者改善

血糖控制，与安慰剂相比能够明显降低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空腹血糖（FPG）水平以及

体质量水平；低血糖、低血压、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超敏反应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安慰剂相比无

显著性差异，但是尿路生殖系统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安慰剂或其他降糖药物。与二肽基肽酶 4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540 

 

（DPP-4）抑制剂、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相比，二甲双胍联合应用达格列净可以产生较好的成本效

果并且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命质量年（QALYs），对于医疗开支预算具有较低的影响。 

结论  达格列净对于治疗 2 型糖尿病具有较好的有效性、经济性，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PU-0789 

血液透析对终末期糖尿病肾病血糖波动的影响 

 
尹国平,苏晓飞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终末期糖尿病肾病(end stage diabetic nephropathy,ESDN)患者围血液透析期血糖波动

特点，为其制定个体化降糖方案提供依据，提高其生存率。 

方法  入选 2010 年 3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我院血液净化中心和内分泌科门诊及住院的 2 型糖尿病病

人和非糖尿病病人 40 例，其中终末期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A 组)30 例，非糖尿病终末期肾病

(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血液透析患者(B 组)10 例。运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CGMS)对两组患者进行连续 72h 的动态血糖监测，对透析期和非透析

期血糖波动特点进行总结，并收集一般资料、测定血液生化指标。 

结果  1.A、B 两组比较，A 组血糖的最大值、平均血糖、SD、MAGE 以及大于 13.9mmol/L 的比例

均明显大于 B 组(P<0.01)，但两组血糖的最小值以及小于 3.9mmol/L 比例未见显著差异。与 B 组

相比，A 组 eGFR 较高，空腹及餐后两小时 C 肽、甘油三酯及肌酐水平较低(P<0.01 或 0.05)。两

组男女比例、年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A、B 两组，透前 24 小时与透后 24 小时

（除透析时）血糖在平均血糖、SD、MAGE 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A、B 两组，透析时

与非透析时血糖波动比较，平均血糖、SD、MAGE 均明显降低(P<0.01)。A、B 两组比较，A 组非

透析时和透析时 Δ 平均血糖、ΔSD、ΔMAGE 均较 B 组明显增大(P<0.01)。 

结论  ESDN 血液透析的患者血糖波动幅度更大、血糖控制更差。透析给终末期糖尿病肾病带来了

更大血糖波动性。 

 
 

PU-0790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及胰岛功能的相关性 

 
李楠,陈铭,董佳琪,杨绍玲,徐璐,王严茹,孙航,李鸿,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目前 2 型糖尿病（T2DM）与血清 25-羟维生素 D（25（OH）D）的关系尚存争议，25

（OH）D 水平与胰岛功能是否相关尚不明确，本研究探讨 T2DM 人群中 25（OH）D 水平与胰岛

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T2DM

患者 466 例（男 269，女 197），年龄 24-88 岁，健康体检者 364 例为对照组（男 174，女

190），年龄 40-62 岁，比较 T2DM 组和非糖尿病组 25（OH）D 水平差异。T2DM 患者分为低 25

（OH）D 亚组（LVD 组，＜47.7nmol/L，n=326）及非低 25（OH）D 组（NLVD 组，＞

47.7nmol/L，n=140），分析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空腹 C 肽（FCP）、糖

化血红蛋白（HbA1c）、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胰岛 β 细胞功能指数（HOMA-β）与 25

（OH）D 的相关性。 

结果  T2DM 组 25（OH）D[ 42.33±13.79 vs.69.16±10.78 , P<0.001]水平显著低于非糖尿病组；

LVD 组的 FPG、FINS、FCP、HbA1c、HOMA-IR、HOMA-β 值较 NLVD 组升高，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相关分析提示 25（OH）D 与 FCP 呈负相关（r=-0.101，P=0.03），与 FPG、FINS、

HbA1c、HOMA‐ IR、HOMA-β 无显著相关性（ r 值分别为 -0.87、0.043、 -0.29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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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P＞0.05）。病程≥5 年 25（OH）D[ 42.39±13.96 vs.42.46±13.45 , P=0.964]水平低于病程

<5 年者， HbA1c≥7% 组 25 （ OH ） D[ 42.02±13.85 vs.44.19±13.50 , P=0.192] 水平低于

HbA1c<7%组。有微血管病变组 25（OH）D[ 40.86±13.82 vs.43.35±13.72 , P=0.059]水平低于无

微血管病变组，有大血管病变组 25（OH）D[ 42.49±13.95 vs.42.09±13.23 , P=0.807]水平高于无

大血管病变组。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较健康人群低下，与胰岛功能未见明确相关性。 随着

糖尿病病程和 HbA1c 增加，25（OH）D 水平有下降趋势。随着 25（OH）D 增加，微血管病变的

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PU-0791 

葛根芩连汤治疗 2 型糖尿病 mate 分析 

 
郑曙琴,丁大飞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已经发表的葛根芩连汤治疗 2 型糖尿病（T2DM）的文献进行 Meta 分析，系统评价其治疗

DM 的临床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2005-2016 年 CNKI、PubMed、万方数据库、VIP，同时辅助人工检索，收集葛

根芩连汤单用及联合糖尿病基础用药治疗 T2DM 的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trials，

RCT），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一共纳入 15 篇文献，试验总人数为 1312 人。 

结果  Meta 分析显示，试验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0001），空腹血糖（FPG）水平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001），餐后 2h 血糖（2hPG）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0.00001），糖

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0.002）。 

n>、VIP，同时辅助人工检索，收集葛根芩连汤单用及联合糖尿病基础用药治疗 T2DM 的随机对照

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trials，RCT），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一共纳入 15

篇文献，试验总人数为 1312 人。 

结论  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葛根芩连汤治疗 2 型糖尿病不劣于糖尿病常规降糖治疗。但鉴于纳入

本次试验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还仍需设计良好的大规模临床随机对照双盲试验来验证。 

 
 

PU-0792 

apelin-13 在高糖诱导人脐静脉血管内皮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董靖,向光大,向林,刘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探讨 apelin-13 在高糖诱导的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HUVEC）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1）HUVEC 分为对照组、高糖组、正糖+apelin-13 组及高糖+apelin-13 组（apelin-13 浓度

分别为 0.5、1、2 、4 umol/L），预处理细胞后采用 MTT 检测细胞增殖，Tunel 检测细胞凋亡。

（2）HUVEC 分为对照组、高糖组、高糖+apelin-13 组（浓度为 2 umol/L）、高糖+ apelin-

13+PD98059 组，预处理后培养 24 小时，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ERK1/2）

及其磷酸化表达，同时检测 Bcl-2 及 Bax 表达。 

结果  （1）与对照组比较，正糖+ apelin-13 组细胞增殖均升高（P<0.05）；高糖组 HUVEC 增殖

率均较对照组低（P<0.05），而高糖+ apelin-13 组细胞增殖率在 apelin-13 浓度为 0.5umol/L、

1umol/L、2umol/L 时均高于高糖组（P<0.05），且呈浓度依赖性，而当 apelin-13 浓度为 4umol/L

时增殖率下降，与高糖组无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正糖+ apelin-13 组细胞凋亡均下降

（P<0.05）；高糖组 HUVEC 凋亡率均较正常对照组高（P<0.05），而高糖+ apelin-13 组凋亡率

在 apelin-13 浓度为 0.5umol/L、1umol/L、2umol/L 时均低于高糖组（P<0.05），且呈浓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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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当 apelin-13 浓度为 4umol/L 时凋亡率上升，与高糖组无差异（P>0.05）。（2）与对照组

比较，高糖组 p-ERK1/2 表达下降（P<0.05），高糖+ apelin-13 组 p-ERK1/2 表达较高糖组增高，

而又低于正常对照组（均 P<0.05），而高糖+Apelin-13+PD98059 组 p-ERK1/2 表达水平较高糖+ 

apelin-13 组下降（P<0.05）；高糖组较对照组比较 Bcl-2 表达降低（P<0.05），而高糖+ apelin-

13 组 Bcl-2 表达高于高糖组而又低于对照组（均 P<0.05），高糖+ apelin-13+PD98059 组 Bcl-2

表达较高糖+ apelin-13 组下降（P<0.05）；Bax 表达与此相反。 

结论  apelin-13 呈部分浓度依赖性的促进 HUVEC 增殖，抑制其凋亡，其可能与激活 ERK1/2 信号

通路有关。 

 
 

PU-0793 

线立体糖尿病的护理体会 

 
祝春燕 

衢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特殊类型糖尿病的护理 

方法  临床护理经验 

结果  利用好糖尿病治疗的五驾马车和完善家庭支持系统，患者血糖平稳 

结论  由于线粒体糖尿病血糖波动很大，犹如过山车，加上病人耳聋，交流困难比较大，所以要做

好心理护理，完善家庭支持系统，运用糖尿病治疗的五驾马车，给病人予个体化的指导，提高病人

的自我管理能力，使血糖平稳达标。 

 
 

PU-0794 

血清 LP-PLA2 与 2 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相关研究 

 
李剑波,陆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脂蛋白磷脂酶 A2（ LP-PLA2）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关系，并分析血

清 LP-PLA2 水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 DR）、糖尿病肾病 （ DN）、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 DPN） 之间的相关性， 为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提供新的的血液生物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 纳入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324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病例组， 门诊体检病人同期年龄、性别匹配的单纯甲状腺良性结节、 

甲状腺机能及其他机能无异常的 62 例患者作为相对健康对照组。通过对患者进行微血管并发症的

检查并根据相关诊断标准来评估受试者微血管病变情况并进行分组。 收集所有受试者相关的临床

资料， 采集受试者空腹血样检测相关生化指标， ELISA 法测定血清 LP-PLA2 水平。 

结果   2 型糖尿病无微血管病变组的 LP-PLA2 水平较相对健康对照组升高（194.2±99.4 vs. 

142.5±44.2，P ＜ 0.01 ），合并微血管病变组 LP-PLA2 水平显著高于无微血管病变组

（244.3±112.7 vs. 194.2±99.4，P＜0.01）。在去除其他干扰因素后，LP-PLA2 是糖尿病合并微

血管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04（1.001-1.006），P＜0.01）。降脂药的使用对 LP-PLA2

有显著影响（无降脂药物影响 230.6±107.7 vs. 有降脂药物影响 169.3±97.2，P＜0.05）。LP-

PLA2 与舒张压、BMI、FBG、TC、TG、LDL-c、LDL-c/HDL-c、HbA1c 有显著的正相关（P＜

0.05），但相关性均较弱（|r|＜0.3）。LP-PLA2 在单纯 DR 组和单纯 DN 组均高于无微血管并发

症组（分别：279.1±87.8 vs. 194.2±99.4；267.7±101.0 vs. 194.2±99.4，P＜0.05）。LP-PLA2 在

单纯 DPN 组中，仅病程＞10 年时明显高于无并发症组（217.8±120.3 vs. 146.2±64.4，P＜

0.05）。将 LP-PLA2 水平 166.50 ng/ml 作为界值， 最具有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预测意义，灵

敏度（Se）67%，特异度（S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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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LP-PLA2 水平在 2 型糖尿病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中升高。LP-PLA2 是糖尿病微血管病

变的独立危险因素。LP-PLA2 或许可作为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血液生物标志物。 

 
 

PU-0795 

2 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现况及其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明文婷,常向云,王晓丽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2 型糖尿病（T2DM）慢性并发症的现况，并探讨其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石河子市 13 个社区的 435 例 T2DM 患者进行并发症调查及血生化指

标检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分析，

运用方差分析及卡方检验进行研究。 

结果  T2DM 患者中有 84.1%合并糖尿病并发症，其中又以合并 2 种并发症的最多，糖尿病合并并

发症患者较单纯糖尿病患者血脂水平普遍偏高。 

结论  T2DM 有着较高的并发症发病率，而血脂水平的升高是糖尿病各类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临床

中，在关注血糖的同时应加强血脂的监测，进而预防延缓糖尿病发生发展速度。 

 
 

PU-0796 

DTI 在评估 2 型糖尿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中的价值 

 
唐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应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评估 2 型糖尿病并发轻度认知功能障

碍患者的脑神经纤维的结构改变的价值。探究 T2DM MCI（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2 型糖尿病并发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脑神经纤维的微结构变化与血糖和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之间的关系。明确 DTI 技术可观察组织的完整性并判断脑区微结构变化的价值。 

方法  将 28 例 2 型糖尿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25 例糖尿病，26 例正常人为研究对象，使用简

易智力状态量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价研究对象的认知功能，使用磁共

振采集 DTI 参数 FA,ADC 值。 

结果  1.三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高血压以及脂代谢异常无统计意义，具有可比性；T2DM 

MCI 患者 MMSE 得分为（ 19.32±3.56 ），比 T2DM 患者（ 27.24±0.68 ）和健康对照

（29.62±0.49）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DM MCI 患者 MOCA 得分为（19.46±2.46），比

T2MD 患者（26.62±1.13）和健康对照（29.11±0.98）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T2DM MCI 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和糖化血红蛋白值比 T2DM 患者和正常对照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3.T2DM MCI 患者颞叶、海马区和胼胝体的 FA 值均比 T2DM 患者和正常对照低，呈负相关。而

T2DM MCI 患者颞叶、海马区和胼胝体的 ADC 均比较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FA

值和空腹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结论  1.DTI 能够显示 T2DM MCI 患者脑神经纤维结构和走向，提示神经纤维结构的改变可能是

T2DM MCI 患者认知障碍损伤的病理机制。DTI 在评估 T2DM MCI 患者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2.神经纤维的损伤程度与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呈正相关，长期有效控制血糖水平，对延缓认知功能

障碍的发生可能起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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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7 

代餐饮食主导的生活方式管理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体重及糖脂代谢的影响 

 
张倩,张永莉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特定的生活方式管理对 2 型糖尿病防治的效果，为 2 型糖尿病的防治探索一简便有效的

干预方法。 

方法  选取 132 例在本院门诊或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患者意愿 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  实验组给予代餐包辅以个性化餐单、有氧运动、一对一指导健康指导的综合干预手段干预 42

天；对照组予以传统的糖尿病饮食兼有氧运动并根据病情予以降糖药物。观察两组干预前和第 58

天时,停药减药情况及身体指标和生化指标的变化。 

结果  实验组经过干预减药人数 17 例，停药 43 例，停药减药率 90.91%，对照组无停药减药者；

两组身体指标和生化指标均有下降，但实验组下降更显著 ,其中实验组 BMI、FBG、HbA1c、

FBG、HbA1c 分别下降 2.12 Kg/m2、1.79 mmol/l、2.91%；TG、TC、LDL 分别下降 0.94、

0.61、0.28，HDL 较前升高 0.48 mmol/l（P<0.05）。 

结论  特定的生活方式管理（代餐包+餐单+运动+健康顾问）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可以有效减重、

降糖、降脂，减轻胰岛素抵抗，并可停药或减少降糖药物的剂量。 

 
 

PU-0798 

SGLT-2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对心血管疾病 

危险因素的影响——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 

 
吴兵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SGLT-2 抑制剂，通过减少肾小管对葡萄糖的重吸收而产生降血糖作用。相关研究指出

SGLT-2 抑制剂可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概率，改善糖尿病合并心血管患者的预后，但

联合胰岛素对心血管相关指标的影响尚不清楚。这项荟萃分析阐述 SGLT-2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或其

他口服药物对糖尿病（包括 1 型和 2 型）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相关指标的影响。 

方法   数据来源：从 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图书馆数据库搜索的随机对照试验，搜索的

文献出版时间从建库到 2017 年 9 月，没有限制语言。筛选和排除条件：选择标准：SGLT-2 抑制

剂联合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具有心血管指标和安全性指标的随机对照试验，随访时间至少 8 周。排

除标准：未应用胰岛素治疗的、未加用 SGLT-2 抑制剂治疗、单臂或无对照试验。而加用或未加用

其他口服降糖药均不是排除条件。数据分析：两位作者分别进行了数据提取，分歧由讨论或第三方

解决。通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加权平均差（WMD）和 95%可信区间（CI）计算数据总效应量，

P<0.1 认为存在异质性，I2 >50%提示中、高度异质性，对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用漏斗图进行发

表偏倚评估。 

结果   本文检索了 2768 个研究，其中 13 个随机对照试验（n=6072）符合条件。在胰岛素或其他

口服药物基础上加用 SGLT-2 抑制剂组与未加用 SGLT-2 抑制剂组（对照组）比较，收缩压和舒张

压的加权平均差（WMD）分别是-3.09mmhg 和-1.38mmh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

（FPG）、餐后血糖（PPG）和胰岛素用量（IU/d）较对照组有明显下降，WMD 分别为-0.47%,-

0.96mmol/l， -3.63mmol/l 和 -5.46IU/d。体重和尿酸与对照组相比 WMD 分别是 -2.32kg 和 -

26.16μmol／L。与对照组相比，低血糖和高血糖（包括高血糖酮症酸中毒）的相对风险分别为

1.13（P <0.05）和 1.78（P <0.05），尿路感染和生殖道感染相对风险增高分别为 1.4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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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和 3.87（P <0.05）加用 SGLT-2I 组与对照组比较，严重低血糖事件无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SGLT-2 抑制剂联合胰岛素或其他口服药物治疗糖尿病，跟未加用 SGLT-2 抑制剂组比较，

有利于改善血压、血糖、体重和尿酸等心血管危险因素相关指标，可能会有利于减少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和发展。 

 
 

PU-0799 

前列地尔联合胰激肽原酶治疗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临床疗效观察 

 
王姝文,邵华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前列地尔注射液联合胰激肽原酶注射液治疗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患者 88 例，随机数字法分为前列地尔组和前列地尔联合胰激肽原酶组，

前列地尔组方案为 0.9%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前列地尔注射液(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10980024)10μg，侧管注入，每日 1 次。前列地尔联合胰激肽原酶组方案为 0.9%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前列地尔注射液(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H10980024)10μg，侧管注入，每日 1 次，

同时 0.9%氯化钠注射液 2ml+注射用胰激肽原酶（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20023177）

40 单位肌肉注射，每日 1 次。疗程均为 20 天。 

结果  两组治疗后 UAER、ACR 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p<0.05），前列地尔+胰激肽原酶组与单

用前列地尔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前列地尔注射液联合胰激肽原酶注射液治疗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可明显减少尿白蛋白的排

泄，更好地保护肾脏功能。 

 
 

PU-0800 

伴严重自主神经病变的 2 型糖尿病合并闭经 1 例 

 
崔海英,王桂侠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典型病例的总结，为临床工作中该类患者提供诊疗思路，指导患者院外治疗。 

方法  汇报 1 例典型病例，通过对患者症状体征、辅助检查以院外复查随访结果，总结诊断及治疗

经验，并浅谈致病机制。 

结果  糖尿病可以并发许多内分泌异常，如儿童生长障碍、男性病人阳痿等。同时，糖尿病患者由

于代谢作用可对 HPO 轴产生影响，引起月经不调。既往，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多着重在 T1DM 合并

闭经的机制上，而对于 T2DM 合并闭经的机制鲜有报道。本报道从多方面阐述该例 T2DM 患者的

闭经机制。1）长期高血糖刺激可导致 HPA 轴活性增强及皮质醇分泌增多，进而导致肾上腺雄激素

分泌被抑制，尤其是脱氢表雄酮（DHEA）下降，使 DHEA 与皮质醇比例明显下降，从而抑制性腺

轴，引发闭经。同时高糖本身可直接影响卵巢功能，同时降低促性腺激素、性腺激素基础水平及

LH 脉冲对促性腺激素的负反馈作用；2）对于此类未经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代谢异常引起酮症酸中

毒，从而激活儿茶酚胺活性，使肾上腺素及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高，同时 DM 患者血管渗透性改

变，多巴胺通过血脑屏障，抑制 LH 分泌并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及外周系统中其他儿茶酚胺浓度升

高，进而引起患者代谢紊乱，促性腺激素分泌异常。3）该患者合并严重自主神经病变，表现为胃

肠功能紊乱、胃轻瘫，继而出现体质量严重减低，低体重引起的闭经属于下丘脑性闭经，会引起

GnRH 脉冲频率和振幅显著减少。同时，营养状态不良情况下，患者合并严重低蛋白血症，可进一

步通过中枢机制导致促性腺功能低下而致闭经。因自主神经病变及营养不良状态而继发的一系列瘦

素、Ghrelin 激素水平紊乱，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生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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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糖尿病合并闭经患者，除外其他常规引起闭经因素外，需结合临床及院外随访考虑到闭

经继发于糖尿病的可能，尽量避免盲目检查，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并且指导患者合理饮食、科学降

糖、监测性激素等对临床诊断及治疗有很大意义。 

 
 

PU-0801 

前列地尔联合金水宝治疗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疗效观察 

 
王姝文,邵华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前列地尔注射液联合金水宝胶囊治疗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患者 156 例，随机数字法分为前列地尔组和前列地尔联合金水宝组，前

列地尔组方案为 0.9%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前列地尔注射液(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10980024)10μg，侧管注入，每日 1 次。前列地尔联合金水宝组方案为 0.9%氯化钠注射液

100ml+前列地尔注射液(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H10980024)10μg，侧管注入，每日 1 次，

同时口服金水宝胶囊（Z10890003），每次 6 粒，每日 3 次。疗程均为 20 天。 

结果  两组治疗后 UAER、ACR 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p<0.05），前列地尔联合金水宝组与单用

前列地尔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前列地尔注射液联合金水宝胶囊治疗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可明显减少尿白蛋白的排泄，更

好地保护肾脏功能。 

 
 

PU-0802 

替米沙坦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疗效分析与临床研究 

 
王姝文,许静文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替米沙坦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36 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18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0.85g 的二甲双胍进行治疗，观察组加服替米沙坦，对照组加服氨氯地平，观察并记录患者治疗前

后动态血压、空腹血糖的变化。 

结果  本组 236 例，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均取得了很好的降压效果，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的空腹血糖相比于治疗前有所下降（p<0.05），而对照组却无明显变

化（P>0.05）。 

结论  替米沙坦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临床疗效显著，对空腹血糖也有良好作用，且耐受性好，

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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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3 

厄贝沙坦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疗效分析与临床研究 

 
王姝文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厄贝沙坦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86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3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2.0g 的二甲双胍降糖治疗，观察组加服厄贝沙坦 150mg，对照组加服左旋氨氯地平 5mg，持续治

疗 3 个月，观察并记录患者治疗前后血压、空腹血糖的变化。 

结果  本组 186 例患者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较治疗前相比均取得了良好的降压效果，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的空腹血糖相比于治疗前有所下降（p<0.05），而对照

组却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  厄贝沙坦和氨氯地平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3 个月后，均能降低患者的血压。厄贝沙坦

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临床疗效显著，且对空腹血糖也有良好的作用，耐受性好，值得在临床推

广应用。 

 
 

PU-0804 

胰岛细胞瘤 89 例临床诊治分析 

 
黄蘭惠,侯琳,王思超,陈青,李秋,周新丽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探究胰岛细胞瘤的定性诊断、定位诊断策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为临床上胰岛细胞瘤的诊断

和治疗提供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至 2017 年间由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收治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9 例胰

岛细胞瘤患者临床资料，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其中胰岛素瘤 68 例，无功能胰岛细胞瘤 21

例。 

 结果     

1. 临床表现：（1）胰岛素瘤临床表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抑制症状和交感神经兴奋症状为主，症

状好发于空腹或清晨，但部分患者也可出现餐后低血糖；部分患者可因神经精神症状而误

诊。（2）无功能胰岛细胞瘤早期症状常不典型，晚期多因肿瘤压迫症状就诊。 

2. 实验室检查：在胰岛素瘤组中，平均空腹血糖明显低于无功能胰岛细胞瘤组；胰岛素瘤患

者的胰岛素释放指数以及胰岛素释放修正指数大多超过正常范围；在 OGTT 试验中，

46.87%显示葡萄糖耐量显著降低，40.62%可出现早期低血糖，胰岛素/血糖比值(I/G)曲线

提示胰岛素出现不适当的过高分泌。 

3. 影像学检查：CT、MRI、术前及术中 B 超在胰岛细胞瘤的诊断敏感性上存在明显差异。CT

相对较为接近病理直径，而 MRI 则对直径较小的占位更为敏感。 

4. 手术情况：胰岛细胞瘤的手术方式主要分为单纯肿瘤摘除术和胰腺局部切除术，两类术式

在人群平均年龄、占位直径、手术风险评估分级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血糖监测对于胰

岛素瘤术中确定有无肿瘤残留具有一定的意义。 

5. 肿瘤情况：胰岛素瘤与无功能胰岛细胞瘤相比，两组在肿瘤组织学分级、生物学特征、手

术方式等方面有显著差异。 

结论     

1. 胰岛素瘤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对于出现餐后低血糖或神经精神症状的患者，需高度警惕胰

岛素瘤可能。 

2. 胰岛素释放指数、胰岛素释放修正指数对胰岛素瘤的定性诊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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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T 对术前定位诊断具有较高的诊断率，而 MRI 对体积较小的占位敏感性较高，术中 B 超

亦是胰岛细胞瘤定位诊断的一项有效方法。 

4. 肿瘤局部切除术是无功能胰岛细胞瘤最常用的手术方式，而单纯肿瘤摘除术在胰岛素瘤中

表现出更显著的优势。 

5. 对胰岛素瘤患者进行血糖监测，对于术中确定有无肿瘤残留具有一定的意义。 

6. 与胰岛素瘤组相比，无功能胰岛细胞瘤在临床病理学特征、生物学行为上恶性倾向更高。 

 
 

PU-0805 

肌肉脂肪比值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动脉硬化中的临床意义 

 
徐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肌肉脂肪比值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临床地位及意义，为临床上早期发现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423 例 2 型糖

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252 例，女性 171 例。使用脉搏波传导速度评估动脉硬化，高

脉搏波传导速度定义为大于 1800mm/s，  Spearman’s 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肌肉脂肪比值

（SVR）、四肢骨骼肌质量（ASM）、内脏脂肪面积（VFA）、四肢骨骼肌质量 /身高 2

（ASM/height2）与多种代谢指标的相关关系，多因素 Logisitc 回归分析 SVR 对高脉搏波传导速度

的影响，并比较 SVR、ASMI、VFA、ASM/height2 的高脉搏波传导速度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及其最佳切点 

结果  1、不同 SVR 水平组之间人体成分分析指标显示：体脂率、VFA、baPWV 水平随着 SVR 的

分组呈下降趋势，ASM，ASM/height2 呈升高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对年龄

和性别进行校正，Spearman’s 偏相关分析显示 SVR 与 BMI，腰围，收缩压，舒张压，baPWV 呈

负相关。4、男性 Q1、Q2、Q3 组高 baPWV 的患病率分别为 56.1%，29.1%，17.9%，女性各组

的患病率分别为 76.8%，63.2%，39.7%，女性人群患病率高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5、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肌肉脂肪比值是高 baPWV（baPWV≥1800cm/s）发生的

独立危险因素（男性：OR=4.33，女性 OR=4.66，P<0.05）6、应用 ROC 曲线分析显示 SVR 的

曲线下面积为最大（男、女性 AUC 分别为 0.747 和 0.710），最佳切点值男、女性分别为

191.7kg/cm2 和 157.3kg/cm2。男性组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74 和 0.69，女性组的敏感度和

特异度分别为 0.54 和 0.82。 

结论  1、2 型糖尿病患者 SVR 与动脉硬化密切相关，2、SVR 对动脉硬化的预测价值优于 ASM、

VFA 等传统指标，可作为筛查动脉硬化的重要参考指标。3、对于中老年女性，特别是绝经妇女，

应特别关注 SVR 的监测，以早期发现动脉硬化的发生和进展。 

 
 

PU-0806 

暴发性 1 型糖尿病 2 例病例报道 

 
赵薇,刘栩晗,李欣宇,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提高临床医生对暴发性 1 型糖尿病（FT1DM）的认识。 

方法  回顾 2011 年 11 月至 2017 年 7 月于大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救治的 2 例 FT1DM 患者的临

床资料、治疗方案、血糖监测及随诊情况。 

结果  2 例患者分别为 1 例男性、1 例女性，年龄 26-28 岁，体重指数 17.8 -24.0kg/m2。出现多

饮、多尿、消瘦等糖尿病症状后 1-5 天内迅速发展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就诊时随机静脉血糖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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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1.9mmol/L 、42.2mmol/L，糖化血红蛋白分别为 6.2%、6.5%，糖化血清白蛋白分别为

17.1%、25.6%。血清谷氨酸脱羧酶抗体、酪氨酸磷酸酶抗体、抗胰岛素自身抗体、锌转运体-8 抗

体均为阴性。100g 馒头餐胰岛功能试验提示胰岛功能极差，其中病例 1 随诊至 2 年半胰岛功能无

改善。伴有肝酶升高（病例 1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0U/L，病例 2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86U/L）及胰

酶升高（病例 2 血淀粉酶 253U/L、脂肪酶 481U/L），但肝脏、胰腺 B 超均未见明显异常。2 例患

者均应用 CSII 治疗，血糖明显改善，但波动仍较大，偶有低血糖出现，长期血糖控制欠佳（病例

1 于 1 年后随诊糖化血红蛋白 8.6%，病例 2 于 10 个月后随诊糖化血红蛋白 10.2%）。微血管并发

症出现较早（病例 1 起病 2 年后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I 期、糖尿病肾病 III 期，病例 2 起病 10 个

月后随诊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II 期）。 

结论  （1）FT1DM 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代谢紊乱严重，可合并肝、肾、心脏、横纹肌等多

器官功能损害，应引起重视，积极处理；（2）FT1DM 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受损严重且不可逆，血

糖波动大，易发生低血糖，需长期胰岛素治疗，其中 CSII 治疗有助于减少血糖波动，降低低血糖

风险，改善预后；（3）微血管并发症出现较早，应注意随访，及早诊断及治疗。 

 
 

PU-0807 

天麦消渴片联合维格列汀治疗初发 2 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孙芳 

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中心医院 

 

目的  评估天麦消渴片和其他口服降糖药联合治疗初发 2 型糖尿病的疗效。 

方法  纳入我院收治的初发 2 型糖尿病患者 62 例，采用区组随机化分为 2 组：试验组 31 例，在服

用维格列汀 50mg/日基础上加服天麦消渴片 240mg/次，每日 2 次；对照组 31 例，口服维格列

汀，调整服用剂量，不加天麦消渴片。两组治疗时间为 24 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糖化血红

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餐后 2h 血糖（PG2h）、空腹胰岛素（FINS）、血脂、体

重及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的变化。 

结果  （1）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FPG、PG2h 及 HbA1c 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FINS、血脂、体重及 HOMA-IR 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胰岛素抵抗是 2 型糖尿病早期最主要的致病原因，可加速胰岛 β 细胞的功能衰竭，所以改善

胰岛素抵抗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最重要的措施。天麦消渴片的主要成分吡考啉酸铬可以促进组织细

胞中具有生物活性的葡萄糖耐量因子及低分子铬结合物的形成，从而结合胰岛素受体，提高组织细

胞对葡萄糖的摄取与转化，降低胰岛素抵抗，同时参与形成多种金属激活酶，调节糖脂代谢。研究

表明天麦消渴片联合维格列汀治疗初发糖尿病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nt>FINS、血脂、体重及 HOMA-IR 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U-0808 

利拉鲁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胰岛素 

抵抗的肥胖型 2 型糖尿病的疗效观察 

 
孙芳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研究利拉鲁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胰岛素抵抗的肥胖型 2 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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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11 月收治的胰岛素抵抗明显的肥胖型 2 型糖尿病患者 38

例，利拉鲁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 12 周，测定患者治疗前后的身高、体重、血脂、血压、空腹血糖

及餐后血糖等指标，并对上述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患者治疗后的 FPG、PG2h 及 HbA1c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患者治疗后的 BMI 及腰臀比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患

者治疗后的血脂、血压均较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易致胰岛素分泌异常及胰岛素抵抗。利拉鲁肽为 GLP-1 受体激动剂，

对改善肥胖型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促进胰岛 β 细胞增生、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具有重要促进

作用，同时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减轻体重，改善血脂、血压水平。二甲双胍可提高胰岛素敏感

性，增加外周组织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同时其减重效果明显，二者联合应用对胰岛素抵抗的肥

胖型 2 型糖尿病患者疗效更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809 

血浆 CD144+内皮微粒水平的相关因素分析 

 
丁胜,王中京,赵湜,毛红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影响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浆 CD144+内皮微粒(EMP)水平的相关因素。 

方法  为 122 例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检测入院时血浆 CD144+EMP 水平，记录患者年龄、糖尿病病

程，检测血压、体重指数（BMI）、踝肱指数（ABI）等，测定糖化血红蛋白（HbA1C）、肾小球

滤过率（GFR）、血脂，对各指标与血浆 CD144+EMP 水平进行单因素相关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 ABI 与血浆 CD144+EMP 水平负相关（P<0.05）；收缩压（SBP）、

HbA1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与血浆 CD144+EMP 水平正相关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ABI、HbA1C 为独立相关因素（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浆 CD144+EMP 水平与 ABI 负相关，与 SBP、HbA1C、TG、LDL-C 正相

关，独立相关因素是 ABI、HbA1C。 

 
 

PU-0810 

Analysis on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stin－420C/G 

polymorphism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macroangiopathy in Han popul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祁冰雪,孙亚东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To study the allelic and genotypic frequence distribution of RETN－  420C/G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 SNP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 T2DM) 
complicated with macroangiopathy in Han popul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方法  The genotypes and their frequencies of a total of 180 cases, including 60 cases of T2DM 

complicated with macroangiopathy, 60 cases of simple T2DM and 60 cases of normal 

control( ND) , were measured by PCR－RFLP. 

结果  The allelic frequencies and simple CC/GC + GG genotype in T2DM complicated with 

macroangiopathy group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ND group( P < 0. 01) . The 
allelic frequencies and CC/GC+ GG genotype in T2DM comlicated with macroangiopath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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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T2DM group( P < 0. 05) . The GC + GG genotype in 
T2DM complicated with macroangiopath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2DM 
group( P < 0. 05) . 

结论   The RETN－420C/G polymorphism has a correlation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2DM 

complicated with macroangiopathy in Han popul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PU-0811 

糖尿病足双下肢动脉血管造影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杨帆,毛红,赵湜,张旭艳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的血管造影成像特点，并分析其临床意义。方法分析糖尿病足患

者 42 条患肢的造影结果，分别对下肢缺血病变不同临床分期、不同部位的血管狭窄程度进行比

较，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方法  患者仰卧于造影床中央，采用 Seldinger 法从患者对侧或同侧股动脉穿刺进入，对患肢股动

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进行对比剂跟踪 X 线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1)以管腔狭窄程

度<50%为 0 分，50%一 74%为 1 分，75%一 100%为 2 分，观察股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

腓动脉受累情况。 

结果  膝以上（股动脉）与膝以下（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共 168 个动脉节段比较，两组

血管的狭窄程度为 0，1，2 分的分别是 43.0%比 23.0%，26.9%比 14.1%，30.1%比 62.9%，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膝以上动脉以轻中度狭窄为主，膝以下动脉则以重度乃至完全闭塞病

变为主。(2)每侧患肢腓动脉重度狭窄的几率(53.1%)明显低于胫前(72.1%)和胫后动脉(70.3%)。(3)

静息痛(81.2%)或溃疡(76.4%)患肢膝下动脉重度狭窄率明显高于间歇性跛行（42.8%），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腓动脉在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相对较轻，为膝以下小动脉腔内治疗提供了

良好的流出道。临床出现溃疡、静息性疼痛及坏疽时，常提示三肢血管病变。糖尿病足患者血管病

变大多累及膝下动脉，双侧肢体病变常呈对称性、同步发展。 

 
 

PU-0812 

我院普外科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血糖管理现况分析 

 
金仙,张金苹,李照青,邢小燕,谭海东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普外科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血糖管理情况。 

方法  收集 2011 年至 2017 年在我院普外科三部住院的合并糖尿病的手术患者的一般资料、糖尿病

相关病史、实验室检查、血糖控制情况、手术并发症等，初步了解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血糖管理现

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结果  共纳入 312 名合并糖尿病的手术患者。糖尿病平均病程为 8（4, 10）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

比例为 63.1%，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比例为 19.6%，糖尿病合并脑血管病比例为 10.3%；围手术期

测定糖化血红蛋白比例为 11.2%，平均糖化血红蛋白为 7.0（6.3, 8.3）%；围手术期测定糖化白蛋

白比例为 46.8%，平均糖化白蛋白为 17.4（14.8, 20.0）%；术前单纯口服降糖药物治疗比例为

25.0%，静脉胰岛素治疗比例为 4.7%，预混胰岛素皮下注射治疗比例为 7.4%，口服降糖药物联合

胰岛素治疗比例为 4.7%，未用降糖治疗或相关信息缺失比例为 59.9%；术前平均空腹静脉血糖为

7.37（6.18, 9.40）mmol/L，术后平均空腹静脉血糖为 9.75（7.62, 12.18）mmol/L；围手术期血糖

监测情况：未检测血糖者占 29.5%，监测血糖者占 70.5%，在监测血糖的人群中平均监测频率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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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次/日；术前内分泌科会诊比例为 11.3%，术后内分泌科会诊比例为 5.3%；术前平均住院

天数为 5（3, 8）天，术后平均住院天数为 7（2, 12）天，平均总住院天数为 12（6,20）天；术后

发生切口感染比例为 3.0%，术后发生其他感染比例为 4.6%。 

结论  我院普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的围手术期血糖达标情况不理想，降糖方案以单纯口

服降糖药物为主，对围手术期血糖控制的重视程度较差。 

 
 

PU-0813 

单核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冠心病发生风险的关系 

 
高雅 1,章秋 1,潘天荣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主要致死原因，且两种疾病均与慢性低度炎

症密切相关。多项研究表明单核细胞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与冠心病的发生及严重程度密

切相关。该研究主要通过回顾性分析研究单核细胞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与 2 型糖尿病患

者冠心病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 

方法  共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3 年-2016 年 458 例患者，其中 178 例 2 型糖尿病患

者，124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156 健康对照组。应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单核

细胞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冠心病患者的相关性，并应用 ROC 曲

线预测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及 2 型糖尿病组相比，单核细胞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在 2 型糖尿病

合并冠心病组明显上升，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单核细胞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

(MHR)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冠心病的独立预测因子 (OR=1.361, 95% CI 1.245-1.487, 

p<0.0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单核细胞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预测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

冠心病风险的切点值为>8.2，灵敏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83.74%和 62.15%，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95(95%CI :0.745-0.840). 

结论  单核细胞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密切相关，可能作为

标记物预测 2 型糖尿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 

 
 

PU-0814 

利拉鲁肽通过上调 AMPK 信号通路 

降低 2 型糖尿病小鼠多巴胺神经元损伤 

 
马德琳,刘夏铭,杨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T2DM）可显著增加帕金森病风险，而 GLP-1 类药物作为 T2DM 的治疗药物，

在帕金森病中亦有神经元保护作用。本研究旨在研究 T2DM 小鼠黑质-纹状体系统中是否存在帕金

森病早期的病理生理改变，并探讨 GLP-1 类药物保护多巴胺神经元的机制。 

方法  本研究选用 T2DM 小鼠模型 db/db 小鼠（雄性，12 周，n=16），并选取同窝的 m/m 雄性小

鼠作为正常对照。将 db/db 小鼠分为两组，每日腹腔注射 GLP-1 类似物利拉鲁肽（ “db/db+利拉鲁

肽组”，n=8）或生理盐水（“db/db”组，n=8），每两周监测小鼠体重、血糖，每四周对小鼠行为学

进行评估（转棒试验和矿场试验）。药物干预 8 周后，所有小鼠处死取组织，并采用 western 

blotting、免疫荧光等方法对小鼠脑组织中相关蛋白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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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和 m/m 小鼠相比，db/db 小鼠空腹血糖明显升高，行为学评分明显下降， 利拉鲁肽治疗可降

低 db/db 小鼠空腹血糖水平，并明显改善 db/db 小鼠行为学评分。此外，免疫荧光结果显示，

db/db 小鼠黑质中的 TH(+)多巴胺神经元数量减少，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 db/db 小鼠纹状体中

AMPK 活性（用 pAMPK/total AMPK 标书）降低。而利拉鲁肽的干预使 db/db 小鼠的 TH(+)多巴胺

神经元数量明显增加，并且使纹状体中 AMPK 的活性增高。 

结论  老年 2 型糖尿病小鼠存在明显运动障碍，其黑质中多巴胺神经元数量明显减少。2 型糖尿病

治疗药物利拉鲁肽可能通过上调 AMPK 信号通路降低 2 型糖尿病小鼠多巴胺神经元损伤，改善其

运动障碍。 

 
 

PU-0815 

血脂联素、血清胆红素、Gas6、CYS-C 

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相关性研究 

 
张秀珍,聂明明 

佳木斯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患者血脂联素、血清胆红素、Gas6 及 CYS-C 与 UMAER 的关系,探讨他们与早期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寻找 2 型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监测的早期敏感指标，为早期诊断及干预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06 月佳木斯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及门诊 2 型糖尿病病人 168

人及健康自愿者 56 人，分别进行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UMAER）测定，根据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

（UMAER）不同，分为四组：对照组、单纯糖尿病组（SDM 组，n=51）、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EDN 组，n=60）、临床糖尿病肾病组（CDN 组，n=57）。所有患者留取血样，测定血脂联

素、血清胆红素、生长停滞特异性基因 6（Growth arrest- specif ic gene6 Gas6）、CYS-C，与

UMAER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血清 Cys-C、血清脂联素水平在单纯糖尿病组（SDM）组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其差别有

统计学差异（分别为 P＜0.05，P＜0.01）；血清 Cys-C、血清脂联素水平在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EDN）组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其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同样在临床糖尿病肾

病组（CDN）组中血清 Cys-C、血清脂联素水平较早期糖尿病肾病组（EDN）组也有增高，其差

别同样有统计学意义（P＜0.01）；Cys-C、血清脂联素水平与 UMAER 呈正性相关（分别

r=0.659，P＜0.01；r=0.582，P＜0.01）；2.胆红素水平在单纯糖尿病组（SDM）组与对照组相比

中明显下降，其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胆红素水平在 EDN 组及 CDN 组又有进一步下

降，其差别同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血清胆红素水平与 UMAER 呈负性相关，随着糖尿

病肾病的进程，其水平是逐渐下降的（r=－0.596，P＜0.01）； 3. 在本实验中糖尿病的病人 Gas6

的水平中较正常对照组有下降，P＜0.05，单纯糖尿病组（SDM）组其水平与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EDN）没有变化，临床糖尿病肾病组（CDN）组 Gas6 水平有明显升高，P＜0.01 有统计学意

义。4. Gas6 水平与 UMAER 水平无相关性。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 CysC、血清胆红素及脂联素可以作为糖尿病肾病发生及发展监测的早期敏感

指标。而血清胆红素及脂联素在早期糖尿病肾病组更具特异性。而 Gas6 水平不能作为糖尿病肾病

发生及发展监测的早期敏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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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6 

应用间接谱系转换策略诱导小鼠成纤维细胞转分化为 α 细胞 

 
孙亮亮 1,李利妹 2,石勇铨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同济大学 

 

目的  由于成熟的 a 细胞很难提取，导致 a 细胞在病理情况下-主要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中的功能至今不详，也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因此，本研究发明了一种在体外应用间接谱系转

换策略诱导小鼠成纤维细胞转分化为 α 细胞（命名为 iAlpha cell）的技术，为深入研究 α 细胞的功

能及其临床上的应用提供丰富的 α 细胞来源。 

方法  将五种转录因子 HHEX、FOXA3，GATA4、PDX1 和 Pax4 通过慢病毒载体的形式转入到体

外提取的小鼠的成纤维细胞中，然后通过体外细胞、体内裸鼠试验验证转分化获得的 iAlpha 细胞

具有 α 细胞的功能。 

结果  通过 real-time PCR 技术和免疫荧光技术实验证实本研究获得的 iAlpha 细胞能够特异性地表

达 a 细胞特异的标志基因-譬如胰高血糖素，转录因子 Arx 蛋白等。KCl 和精氨酸刺激后能够显著地

诱导 iAlpha 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然后将 iAlpha 细胞移植到裸鼠中，发现 iAlpha 细胞具有改变血

糖的功能。通过胰岛素耐量试验（ITT）和葡萄糖耐量试验（GTT）证实移植了 iAlpha 细胞的裸鼠

出现胰岛素抵抗和 β 细胞的增殖。 

结论  本研究在体外应用间接谱系转换策略诱导小鼠成纤维细胞转分化为 iAlpha cell，发明了一种

可以大量获取具有分泌胰高血糖素和改变体内血糖水平能力的 α 细胞技术，为深入研究 α 细胞在糖

尿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为以后在临床中的应用的提供大量的 α 细胞来源。 

 
 

PU-0817 

表达 betatrophin 的间充质干细胞改善 β 细胞功能的实验研究 

 
孙亮亮,石勇铨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MSCs）通过自体移植可以重建组织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已被证明在体内能

够促进糖尿病个体的胰岛组织再生。近期研究报道，肝脏产生的 betatrophin 蛋白能够显著地促进

小鼠胰岛 B 细胞细胞增殖，并改善葡萄糖耐量。本研究的目的是明确表达 betatrophin 的间充质干

细胞对 β 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  1、将表达 betatrophin 蛋白的 MSCs 与 β 细胞共培养；检测胰岛细胞分泌功能、增殖能力、

转录因子、凋亡和炎症因子、抗炎因子表达。2、将表达 betatrophin 蛋白的 MSCs 通过尾静脉注

射移植入 STZ 诱导的 1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检测小鼠血糖情况、胰岛细胞形态学以及对 β 细胞功

能的影响。 

结果  表达 betatrophin 蛋白的人多能干细胞（ADMSC-BET）也能够表现出典型的间充质细胞的特

性。同时，ADMSC-BET 能够诱导共培养的胰岛细胞稳定表达 β 细胞特异性的转录因子，提高胰岛

细胞的增殖能力，增强胰岛细胞对 kcl 和 Arg 的刺激作用分泌胰岛素的反应。我们同时还发现

ADMSC-BET 抑制了炎症和凋亡因子的表达，并且增加了抗炎因子的表达。将 ADMSC-BET 移植

入 STZ 诱导的 1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中，对糖尿病小鼠有治疗作用。ADMSC-BET 移植诱导动物体

内的 β 细胞增殖。 

结论  本研究展示了一个促进 β 细胞再生的新途径。ADMSC-BET 在糖尿病治疗中可能通过增加内

源性胰岛素分泌细胞的数量代替注射胰岛素。总的来说，ADMSC-BET 可能通过调节免疫因子的表

达，促进内源性胰岛细胞的再生，改善 β 细胞功能，同时降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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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8 

短期强化降糖序贯胰升血糖素样肽 1 对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 

胰岛 β 细胞功能第一时相分泌的影响 

 
温滨红,赵璐,杨硕,贺薇,胡晓娜,徐嘉妤,王晓晨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短期强化降糖序贯 GLP-1 对新诊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第一时相分泌的影响。 

方法   60 例新诊 T2DM 患者予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强化降糖，使血糖短期内达标（FPG＜

6.1mmol/L,2hPG＜8.0mmol/L），继续巩固 2 周后随机分为饮食运动组（对照组 n=30）和利拉鲁

肽组（治疗组 n=30）。经过 10 周的饮食运动及利拉鲁肽干预，分别在血糖达标第二日及饮食运动

和利拉鲁肽干预停止后第二日行两次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 IVGTT），比较干预前后空腹血糖

（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IVGTT 胰岛素分泌第一时相和胰岛素及 C 肽曲线下面积，由

HOMA 模型计算 HOMA-β、HOMA-IR 等。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FBG、TG、TC、LDL、BMI、HbA1c 水平有所下降，HDL 水平有所升

高，但仅 FBG 水平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干预前后 AUCIns0-10min[（256.13±157.1）mU·min/L VS 

(352.8±157.35)mU·min/L ， P ＜ 0.05],AUCCp0-10min[ （ 22.37±6.80 ） ng·min/mL VS 

(24.12±8.71)ng·min/mL，P＞0.05],Homa-β 较前略下降，Homa-IR 较前略升高，但无统计学差

异。治疗组干预前后 AUCIns0-10min[（249.07±124.34）mU·min/L VS (765.63±379.34)mU·min/L，P

＜0.05],AUCCp0-10min[（22.20±8.04）ng·min/mL VS (36.83±12.15)ng·min/mL，P＜0.05],Homa-β

和 Homa-IR 较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短期强化降糖序贯 GLP-1 可显著改善 T2DM 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第一时

相分泌。 

 
 

PU-0819 

线粒体糖尿病一例——病例报告 

 
潘秋亚,史晓光,李静,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急慢性并发症也越来越多的威胁着人们的健

康及生命，而进一步明确 2 型糖尿病的特殊类型，对疾病的治疗及预后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文将通过探讨 2 型糖尿病的一种特殊类型——线粒体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断及治

疗，从而进一步指导临床工作，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治疗。 

方法  通过一 2 型糖尿病伴有听力受损，同时合并高乳酸血症的临床病例，对患者进行了线粒体基

因检测，发现患者的 T16189C 基因突变，进一步探讨 2 型糖尿病的一种特殊类型——线粒体糖尿

病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 

结果  线粒体基因突变，导致胰岛 β 分泌功能缺陷，具有母系遗传的特点，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与

发生突变的线粒体 DNA 数量有关，存在阈值效应，明确诊断主要依靠对疑似病例进行线粒体基因

检测，治疗上应尽量避免双胍类药物，可应用磺脲类及非磺脲类促泌剂药物控制血糖，餐后血糖控

制未达标的患者可适当加用糖苷酶抑制剂。由于其并发症发生早，胰岛功能衰退快，可早期应用胰

岛素治疗。此外还有辅酶 Q10 的治疗、基因治疗等多种治疗方法，但尚缺乏进一步的循证医学证

据，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统计学研究及基因组学的研究。 

结论  2 型糖尿病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急慢性并发症也越来越多的威胁着人们的健

康及生命，作为 2 型糖尿病的一种特殊类型——线粒体糖尿病应引起临床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当发

现 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母系遗传，尤其合并有耳聋、视力或神经系统疾病等一个或多个并发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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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双胍类药物出现高乳酸血症时，应考虑患者存在线粒体糖尿病的可能，并积极进行相关基因检

测进一步明确诊断，以便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治疗。 

 
 

PU-0820 

2 型糖尿病患者尿酸水平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关系的研究 

 
侯琳,王思超,黄蘭惠,陈青,李秋,周新丽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探究 2 型糖尿病病人尿酸水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之间的相关关系。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住院且资料完

整的 2 型糖尿病病人 399 例。所有受试者分别检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

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尿酸等生化指标，并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尿酸水平是

否>420μmol/L(女性>360μmol/L)分为高尿酸组与正常尿酸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生化检查

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是否存在差异。为进一步分析，将入组患者按照尿酸的

四 分 位 数 分 为 四 组 （ ≤264.00μmol/L ， 264.00-315.00μmol/L ， 315.10-

377.00μmol/L，>377.00μmol/L），比较各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采用单因

素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的危险因素。采用非散瞳眼底照相筛

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 UACR≥30mg/g 作为肾损伤的标准。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 进行处理。 

结果   （1）399 例患者中，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18%，高尿酸组患者的 BMI[（27.40±3.82）对

（25.73±3.89）kg/㎡]、甘油三酯[1.72(1.32-2.47) 对 1.35(0.95-1.92)mmol/L]水平以及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63.9%对 37.3%]、UACR≥30mg/g[62.5%对 28.7%]的患病率显著高于正常尿酸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2）不同尿酸水平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 UACR≥30mg/g 的发

生率是不同的，且随着尿酸水平的升高而逐渐增加，(P<0．001)。（3）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

示，年龄、糖尿病病程、糖化血红蛋白、尿酸水平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糖尿病病

程、收缩压、舒张压、BMI、总胆固醇、尿酸是糖尿病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尿酸水平、糖尿病病程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升高的尿酸水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显著相关。在 2 型糖尿病病人的诊治中，

除了积极调整血压、血糖、控制体重外，早期监测尿酸水平可能有利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

肾病的预防。 

 
 

PU-0821 

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过程中晨尿和随机尿的 

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的检测意义 

 
刘阳,高天舒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诊断糖尿病早期肾病的公认方法是检测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mAlb）。但是由于 24 小时尿

液标本留取麻烦、患者依从性差等原因，延误了糖尿病肾病的早期发现与治疗。为寻找替代 24 小

时尿微量白蛋白检测诊断早期糖尿病肾病的最佳指标，在此我们探讨测定晨尿和随机尿的微量白蛋

白/尿肌酐（Cr）比值与测定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在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方面的相关性，探讨晨尿

和随机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mAlb/Cr）检测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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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测 50 例 2 型糖尿病微量白蛋白尿期患者的晨尿 mAlb/Cr、随机尿 mAlb/Cr、24 小时尿微

量白蛋白，并对晨尿和随机尿 mAlb/Cr 进行配对 t 实验，分别与 24 小时尿白蛋白定量进行相关性

分析。 

结果  晨尿与随机尿 mAlb/Cr 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晨尿 mAlb/Cr 与 24 小时尿白蛋白定

量值呈正相关，相关性良好（r=0.866，P<0.001）；随机尿 mAlb/Cr 与 24 小时尿白蛋白定量值呈

正相关，相关性良好（r=0.725，P<0.001）。 

结论  晨尿与随机尿 mAlb/Cr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晨尿和随机尿 mAlb/Cr 与 24 小时尿白蛋白定量

结果高度相关。表明晨尿和随机尿 mAlb/Cr 均可作为替代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检测诊断早期糖尿

病肾病的诊断指标，为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 

 
 

PU-0822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程晨,周玲,毛红,赵湜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 1474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由眼科专科医生联合非散瞳眼底血管照相和眼底血管

荧光造影检查分为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NDR 组, n=640)、背景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BDR 组, 

n=494)及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PDR 组, n=340)，另入选同时期正常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

(NDM 组, n=640)。分别检测各组血清 25(OH)D、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体质指数 (BMI)、血压、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并比较各组间差异。 

结果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血清 25(OH)D 水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p<0.001)，病程(p<0.001)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p<0.001)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  血清 25(OH)D 水平降低与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且其可能作为预测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PU-0823 

动态血糖监测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效能增强的影响 

 
孙小娟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GMS)引导下，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效能增强的作用，为提高患

者对医疗干预措施和行为方式改变依从性，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促进积极的应对方式，增强自我护

理能力提供依据与经验。 

方法  将 2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应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监测血糖 100 例(动态组)，并针对生

活中的大事件结合血糖波动图对患者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指尖血糖监测血糖 100 例(对照组)，由

责任护士进行常规健康教育。观察并记录两组治疗依从性和出院后６  个月的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水平变化，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观察组总依从性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后６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HbA1c）明显低

于人院时(P<0.05)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动态血糖监测对提高糖尿病患者综合治疗依从性效果显著，自我效能增强作用明显，利

用可视化的血糖波动图可进一步增加患者对血糖波动的直观认识，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水

平，更好的延缓各类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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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4 

CTRP3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研究 

 
张军霞,张碧琳,王刚,林雪,徐锦秀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常常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但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补体

C1q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3（CTRP3）是新近发现的脂肪因子。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CTRP3 水

平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低 CTRP3 水平是否与 NAFLD 的发病相关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中国

糖尿病人群中观察两者之间的关联。 

方法  本研究招募 175 例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按照有无脂肪肝分为 NAFLD 组（n=93）和对

照组（n=82）。专人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腰臀比，计算体重指数（BMI），测量血压；以

IOI353 体脂仪利用生物电阻抗法检测体脂含量及内脏脂肪面积；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尿酸、转氨

酶、血脂、血糖等指标；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胰岛素水平；ELISA 法检测血清 CTRP3 及白介素-6

（IL-6）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NAFLD 组血清 CTRP3 水平明显降低[5.25 (3.31-9.56）ng/mL vs 14.23 

(12.81-17.83）ng/mL, P=0.002]。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CTRP3 水平与 BMI(r=-0.271, P=0.001)、

内脏脂肪面积(r=-0.285, P<0.001)、糖化血红蛋白 A1c(r=-0.270, P<0.001)、甘油三酯(r=-0.267, 

P<0.001)、C 反应蛋白(r=-0.222, P=0.010)、IL-6(r=-0.212, P=0.008)、胰岛素抵抗指数(r=-0.334, 

P<0.001)明显相关。受试者按照血清 CTRP3 水平三分位分组，与 CTRP3 最高三分位组比较，在

调整混杂因素的影响后，中三分位组 NAFLD 发生率为 4.54 倍，95% 可信区间为 1.53-13.47；低

三分位组 NAFLD 发生率为 5.80 倍，95% 可信区间为 1.60-21.02。 

结论  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CTRP3 水平明显降低，低 CTRP3 水平是糖尿病人群 NAFLD 发

生的强预测因素。我们推测补充糖尿病患者 CTRP3 可能预防 NAFLD 的发生。 

 
 

PU-0825 

基于 HR-pQCT 检测的糖尿病 

与非糖尿病患者 vBMD 差异的 Meta 分析 

 
刘玉芳 1,张晓梅 1,纪立农 2 

1.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糖尿病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外周骨体积骨密度的差异。 

方法  2017 年 12 月对 Medline（使用 PubMed 网站）、Embase、Cochrane 数据库进行了检索。

检索的关键词为糖尿病、骨微结构、体积骨密度(Volume Bone Mineral Density, vBMD)、高分辨外

周骨定量 CT（High resolution peripheral bone quantitative CT, HR-pQCT），检索时限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研究类型为横断面研究。通过 HR-pQCT 的方法，比较糖尿病患

者与非糖尿病患者 vBMD 的差异，评估部位包括桡骨远端和胫骨远端，评估指标包括皮质骨

vBMD、骨小梁 vBMD。采用 Q 统计量检验和 I2检验进行异质性评估。采用 RevMan 5.1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系统评价共纳入 10 项研究，总计糖尿病患者 430 人，非糖尿病对照 1313 人。1.在桡骨远

端，糖尿病患者的骨小梁 vBMD 显著高于非糖尿病人[WMD=8.99,95%CI(6.33,11.65)]，去除 1 型

糖尿病后，差异更加显著[WMD=9.66,95%CI(6.96,12.36)]；而皮质骨 vBMD 无显著差异[WMD=-

3.79,95%CI(-13.45,5.87)]。2.在胫骨远端，糖尿病患者的骨小梁 vBMD 显著高于非糖尿病人

[WMD=5.03,95%CI(2.56,7.50)] ， 去 除 1 型 糖 尿 病 后 ， 差 异 更 加 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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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D=5.43,95%CI(2.93,7.93)]；而皮质骨 vBMD 无显著差异[WMD=0.89,95%CI(-11.76,13.54)]。

敏感性分析示本次荟萃分析结果稳定性较好。 

结论  糖尿病患者，尤其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骨的骨小梁 vBMD 显著高于非糖尿病患者。 

 
 

PU-0826 

二甲双胍减轻 UUO 小鼠肾脏炎症和纤维化并抑制 TGF-β1 

诱导的人肾近曲小管上皮细胞 CDH6 表达上调 
 

梁蝶霏,刘珊英,宋自姣,常瑞明,严励,李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研究二甲双胍（MET）对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干预作用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15 只 6 周龄雄性昆明小鼠均分为 3 组：假手术（Sham）组：游离右侧输尿管＋蒸馏水灌

胃；单侧输尿管结扎（UUO）组：结扎右侧输尿管＋蒸馏水灌胃；UUO+MET 组：结扎右侧输尿

管＋二甲双胍[200mg／(kg·d)]灌胃。术后 21 天收获肾脏组织。通过 RNA-seq 对小鼠肾脏组织

mRNA 进行基因表达定量、功能富集、代谢通路等分析,筛选出差异表达的 mRNA 并进行验证。培

养人肾近曲小管细胞 HK-2，TGF-β1 和（或）二甲双胍干预。RT-qPCR 检测 mRNA 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免疫组化检测蛋白表达水平，Masson 染色显示组织胶原纤维。 

结果  ①二甲双胍抑制 UUO 小鼠肾脏组织 MCP-1 mRNA 和蛋白表达上调（P<0.05）；②Masson

染色结果显示，二甲双胍治疗可减轻 UUO 组肾脏组织胶原蓝染程度；③二甲双胍抑制 UUO 小鼠

肾脏组织 Col1a1、FSP-1、PAI-1、POSTN mRNA 表达上调；④二甲双胍抑制 UUO 小鼠肾脏组

织 E-cad mRNA 表达下调、Vim mRNA 表达上调；⑤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二甲双胍抑制 UUO 小鼠

肾脏组织 FSP-1 和 α-SMA 蛋白表达上调；⑥Sham 组、UUO 组、MET+UUO 组中 mRNA 表达谱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MET+UUO 组与 UUO 组相比，mRNA 显著上调 327 个，显著下调 624 个；

⑦对差异表达谱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筛选出差异基因钙黏蛋白 6（CDH6）；⑧与 Sham 组相

比，UUO 组小鼠肾脏组织 CDH6 mRNA 和蛋白表达上调，二甲双胍抑制 UUO 组肾脏组织 CDH6 

mRNA 和蛋白表达上调；⑨TGF-β1 诱导 HK-2 细胞表型向成纤维细胞转变，同时 CDH6 mRNA 和

蛋白表达上调（P<0.01）；⑩二甲双胍抑制 TGF-β1 诱导的 HK-2 细胞 CDH6 mRNA 和蛋白表达

上调（P<0.001），并抑制 PAI-1（P<0.01）和 VIM mRNA 表达上调（P<0.05）。 

结论  二甲双胍减轻 UUO 小鼠肾脏炎症和纤维化，可能与抑制 TGF-β1 诱导的近曲小管上皮细胞

CDH6 表达上调有关。 

 
 

PU-0827 

益气养阴清热方对糖尿病 KKAy 小鼠血清胰岛素 

及 TNF-α、IL-6 的影响 

 
蒋云霞 1,李双蕾*1,陈文辉 1,覃俏娜 2,陈薇宇 2,万亚宁 2 

1.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  观察益气养阴清热方对糖尿病 KKAy 小鼠血清胰岛素及 TNF-α、IL-6 的影响。 

方法  5 周龄雄性 SPF 级自发性 2 型糖尿病 KKAy 小鼠 40 只，随机分为模型组、二甲双胍组

（200mg/kg/d）、益气养阴清热法高剂量组（2g/kg/d）、益气养阴清热法中剂量组（1g/kg/d）、

益气养阴清热法低剂量组（0.5g/kg/d），每组 10 只。取同周龄雄性 SPF 级 C57BL/6J 小鼠 10 只

为正常组。正常组和模型组灌服生理盐水。干预 8 周后，检测各组小鼠体重、血糖、血清胰岛素、

TNF-α、IL-6 水平，计算小鼠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nsulin，HOMA-IR）。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560 

 

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小鼠空腹及随机血糖、胰岛素水平、胰岛素抵抗指数明显升高（P＜

0.01）。干预 8 周后，与模型组比较，益气养阴清热方高、中、低剂量组小鼠体重、胰岛素水平、

HOMA-IR 指数均明显下降（P＜0.01）。中药高、中剂量组均能降低 TNF-α 水平，剂量呈依赖性

（P＜0.01），其中中药高剂量组降低效果最优；中药各剂量组均能使 IL-6 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剂量呈依赖性。与二甲双胍组比较，中药高、中剂量组 TNF-α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益气养阴清热方能改善糖尿病小鼠胰岛素抵抗，降低空腹及随机血糖，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

制炎症反应来实现。 

 
 

PU-0828 

大连地区糖耐量正常人群进展为糖耐量减低的 危险因素研究 

 
李欣宇,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大连地区糖耐量正常人群进展为糖耐量减低的危险因素。 

方法  依托 2011 年中华医学会发起的 REACTION 研究，选取 2011 年 8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参

加调查的既往无糖尿病病史、行 OGTT 检查证实为糖耐量正常的 5231 名研究对象。在 2014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进行随访。年龄按照＜45 周岁、≥45 周岁-＜55 周岁、≥55 周岁-＜65 周

岁、≥65 周岁 -＜75 周岁和≥75 周岁分五组，平均收缩压按照＜120mmHg、≥120mmHg-＜

140mmHg、≥140mmHg-＜160mmHg、≥160mmHg-＜180mmHg 和≥180mmHg 分五组，平均舒

张压按照＜ 80mmHg 、 ≥80mmHg- ＜ 90mmHg 、 ≥90mmHg- ＜ 100mmHg 、 ≥100mmHg- ＜

110mmHg 和≥110mmHg 分五组，体重指数按照＜18.5、≥18.5-＜24、≥24-＜28 和≥28 分四组，

其余各指标取四分位分组。进行各指标组间糖耐量减低发生率的比较，研究可能导致糖耐量正常人

群进展为糖耐量减低的危险因素。作 ROC 曲线分析主要危险因素预测糖耐量减低的最佳切点。 

结果  1、HbAlc、FPG、2hPG、FINS、HOMA-IR、SBP、TG、WHtR、BMI 和 Age 组间 IGT 发

生率有显著差异(P＜0.001)。2、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IGT 发生与 2hPG、FPG、HbAlc、

HOMA-IR、TG、SBP、WHtR、FINS、BMI 和 Age 呈正相关(P＜0.05)。3、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

果显示：IGT 发生的危险因素主要是 HbA1c、2hPG、FPG、HOMA-IR、TG、SBP 和 Age（P 

<0.05)。4、根据 HbAlc 和 FPG 作预测 IGT 的 ROC 曲线，结果显示：HbAlc 预测 IGT 的最佳切点

是 5.4%（AUC 为 0.607）；FPG 预测 IGT 的最佳切点是 5.2mmol/L（AUC 为 0.624）。 

结论  大连地区 NGT 人群随着 HbAlc、2hPG、FPG、HOMA-IR、BMI、TG、SBP、Age、WHtR

和 FINS 的增高，其 IGT 发生率呈逐步增高的趋势。HbAlc、2hPG、FPG、HOMA-IR、TG、SBP

和 Age 为 IG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HbAlc 预测 IGT 的最佳切点是 5.4%，FPG 预测 IGT 的最佳

切点是 5.2mmol/L。 

 
 

PU-0829 

大连社区中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栩晗,李欣宇,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大连社区中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 

方法  依托中华医学会发起的 REACTION 研究，选取本次调查为 2 型糖尿病且眼底检查结果为无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 1360 人，在 2014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对入组人群进行随访，共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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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人，排除随访资料不完整者，最终共纳入 1108 例为研究对象。分析导致 2 型糖尿病患者 DR

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1. 随访 3 年后发展为 DR 者 351 人，DR 的发病率为 31.7%。DR 组中 BDR332 人，PDR19

人，BDR 的发病率 30.0%，PDR 的发病率 1.7%。 

2. DR 组与 NDR 组各项指标相比，病程、FPG、OGTT 2hPG、HbA1c、性别、糖尿病家族史、

HOMA-IR 及 UACR 各指标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3. 以病程、FPG、OGTT 2hPG、HbA1c、性别、糖尿病家族史、HOMA-IR 及 UACR 指标为自变

量，并发 DR 为因变量，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病程、HbA1c 是 DR 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糖尿

病家族史及女性是 DR 的保护因素（P<0.05）。 

4. 以年龄、MSBP、心率、LDL-C、TC 各指标为自变量，并发 PDR 为因变量，二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心率、LDL-C 为 PDR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1. 糖尿病病程、HbA1c 是 DR 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糖尿病家族史及女性是 DR 的保护因素。 

2. LDL-C 和心率是 PDR 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830 

静息心率与糖耐量正常人群进展为糖尿病的相关性。 

 
冯秋霞,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究静息心率对正常糖耐量人群进展为糖尿病的相关关系。 

方法  依托 2011 年由中华医学会发起的 REACTION 研究，选取 2065 人纳入本研究。根据平均静

息心率水平三分位分组，并随访 3 年。分析三组人群参加随访 3 年后的糖尿病发病情况是否有差

异，分析静息心率是否是发生糖尿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并探讨静息心率预测糖尿病发生的合适切

点。 

结果  1.不同静息心率分组糖尿病的发病率比较：H1、H2 和 H3 组发病率分为 2.57%、4.71%、

7.72%。H1 与 H3 组、H2 与 H3 组发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静息心率加快，

进展至糖尿病比例呈递增趋势。2． 以是否进展为糖尿病为因变量，以静息心率、BMI 等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静息心率、BMI、SBP、TG 是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

（P<0.05）。3．ROC 曲线结果显示静息心率预测正常糖耐量人群进展为糖尿病的切点为 79 次/分

（AUC 为 0.599）。 

结论  1.随着静息心率的增高，糖耐量正常人群进展为糖尿病的发病率逐渐增加。静息心率是糖尿

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2.静息心率预测糖耐量正常人群进展为糖尿病的合适切点为 79 次/分。 

 
 

PU-0831 

腰围、腰高比、脂质蓄积指数对大连地区 

40 岁以上女性新发糖尿病前期的预测价值 
 

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腰围、腰高比、脂质蓄积指数对 40 岁以上女性人群新发糖尿病前期的预测价值。 

方法  依托 2011 年由中华医学会发起的 REACTION 研究，根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共纳入 2725

名受试者，并随访 3 年。计算 BMI、WHtR 和 LAP 等指标。根据基线 WC、WHtR 及 LAP 的四分

位数分别对受试者进行分组，分析 3 年后糖尿病前期发生率的差异，分析探讨 WC、WHtR、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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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40 岁以上正常血糖女性新发糖尿病前期的关系，比较 WC、WHtR、LAP 预测糖尿病前期发生

的价值及合适的切点。 

结果  1. 3 年随访结果统计 2044 例受试者中共有 317 例发展为糖尿病前期，发生率为 15.51%。

WC 按照其四分位数分为 Q1、Q2、Q3 和 Q4 四组，发生率分别为 8.08%、13.64%、18.62%及

20.18%，差异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在校正年龄、吸烟、体重、FBG、

LDL-C 及 BMI 后，WC 依然是受试人群糖尿病前期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根据 WHtR

四分位分为 W1、W2、W3、W4 四组，发生率分别为 8.66%、13.35%、20.63%及 19.41%，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证实 WHtR 是受试人群糖尿病前期发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P＜0.05）。LAP 按四分位分为 L1、L2、L3 和 L4 四组，患病率分别为 8.02%、

12.18%、17.74%及 24.07%，四组发病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Logistic 回归证实 LAP 是

受试人群糖尿病前期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2. ROC 结果显示 WC、WHtR 及 LAP 预测糖尿病前期的 AUC 分别为 0.598、0.602 及 0.646，经

Z 检验证实 LAP 的预测效能优于 WC 及 WHtR（P＜0.05）。 

结论  1. 在社区女性人群中 WC、WHtR 及 LAP 是糖尿病前期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2. WC 预测糖尿病前期发生的切点为 82.5cm，WHtR 的切点为 0.55，LAP 的切点为 34.84。LAP

的预测效能优于 WHtR、WC。 

 
 

PU-0832 

手机计步器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运动习惯的影响 

 
胡蕴,戴露,马建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体育运动能有效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预防各种慢性并发症。但许多 2 型糖尿病患

者运动习惯欠佳，如何帮助这些患者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一直是 2 型糖尿病治疗中的难点。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241 名在南京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所有患者在入院前日常

运动等级低（每周运动次数少于 3 次或运动时间少于 1 小时）。在住院治疗期间，由专科护士和医

生各进行一次运动治疗的宣教，并参加至少 1 次/日×7 日的运动治疗，在患者出院 3 个月时对患者

进行电话随访，记录患者运动情况并建议患者安装手机计步器，患者出院一年时再次进行随访，记

录患者运动情况，血糖控制情况，手机计步器使用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成功回访患者 233 人，这些患者出院 3 个月随访时，仍有 68 人（29.2%）日常运动

等级低，而共有 59 名患者使用手机计步器，其中仅有 8 人（13.6%）日常运动等级低。在出院 1

年回访时，有 54 人（23.2%）日常运动等级低，共有 131 人使用手机计步器，其中有 9 人

（6.9%）日常运动等级低，远低于不使用手机计步器的患者（P<0.01）。日常运动等级低的患者

空腹血糖高于正常运动的患者（8.6±1.8 vs. 7.5±1.4mmol/L，P<0.01），糖化血红蛋白也显著高于

正常运动患者（7.3±0.7 vs 7.0±0.7%，P=0.026）。而患者的文化程度及工作对患者的日常运动无

影响。 

结论  手机计步器能有效提高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日常运动水平，并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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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3 

吲哚菁绿介导光动力治疗联合抗菌药物 

对糖尿病足溃疡感染病原菌的协同抗菌 

 
李雪梅,朱深银,程庆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光敏剂吲哚菁绿(ICG)协同 EDTA 介导的光动力治疗(PDT）联合抗菌药物对糖尿病足溃

疡感染常见病原菌金葡菌及铜绿假单胞菌的浮游菌及生物膜菌抗菌增敏作用及生物膜破坏作用。 

方法  采用平板菌落计数法对标准金葡菌、标准铜绿假单胞菌 PDT 适宜的 ICG 浓度、光能量密度

进行筛选。菌落计数法检测 ICG 协同 EDTA 介导 PDT 对标准金葡菌、标准铜绿假单胞菌及

MRSA、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RPA）的浮游菌杀菌作用。对 MRSA、MRPA 进行 PDT 处理

后，用纸片法检测药敏，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 MRSA 对万古霉素、米诺环素的最低抑菌浓度

(MIC），MRPA 对阿米卡星、头孢吡肟的 MIC。刃天青法观察 ICG 协同 EDTA 介导 PDT 联合抗

菌药万古霉素、阿米卡星对 MRSA、MRPA 生物膜细菌的杀菌作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CLSM）

法观察 ICG 协同 EDTA 介导 PDT 联合抗菌药万古霉素、阿米卡星对 MRSA、MRPA 生物膜结构破

坏作用。 

结果  对金葡菌 PDT 作用 ICG 浓度为 16μg/ml 和光能量密度为 135J/cm²；对铜绿菌 PDT 作用 ICG

浓度为 64μg/ml 和光能量密度为 135J/cm²。ICG 介导的 PDT 及 ICG 协同 EDTA 介导的 PDT 能显

著降低标准金葡菌及 MRSA 菌落数 (P<0.01)；ICG 协同 EDTA 介导的 PDT 能显著降低标准铜绿菌

与 MRPA 菌落数（P<0.01）。纸片法细菌药敏结果显示 PDT 处理后敏感抗菌药抑菌圈与中介抗菌

药抑菌圈值均增加（P<0.01）。PDT 联合万古霉素处理对金葡菌 MIC 与对照组比较降低 2 倍，

PDT 联合米诺环素处理对金葡菌 MIC 比对照组降低 4 倍，ICG 协同 EDTA 介导的 PDT 联合阿米卡

星与头孢吡肟对铜绿假单胞菌 MIC 比对照组降低 2 倍。ICG 协同 EDTA 介导 PDT 联合万古霉素、

阿米卡星对 MRSA、MRPA 生物膜细菌具有明显的杀菌作用（P<0.01）；CLSM 显示 ICG 协同

EDTA 介导 PDT 联合抗菌药能够抑制生物膜生长，破坏其结构，生物膜内细菌死活比值明显降低

（P<0.01）。 

结论  ICG 协同 EDTA 介导 PDT 联合抗菌药物能够增强对糖尿病足溃疡感染的浮游菌及生物膜菌的

协同杀菌作用和生物膜破坏作用，该结果可为糖尿病足溃疡感染患者治疗提供一种新的辅助抗感染

治疗策略和手段，并有望开发出糖尿病足溃疡辅助治疗的新技术。 

 
 

PU-0834 

在 EMPA-REG OUTCOME 试验中恩格列净降低肝酶 

 
Naveed Sattar1, David H. Fitchett2,Stefan Hantel3,Jyothis T. George，4,Bernard Zinman5 

1.University of Glasgow 

2.St Michael's Hospital， Division of Cardi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3.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Biberach 

4.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Ingelheim 

5.Lunenfeld-Tanenbaum Research Institute， Mount Sinai Hospital，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的  恩格列净（EMPA）可降低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体重和 HbA1c 水平，但其是否具有减

低肝脏脂肪的作用尚不清楚。肝酶可用作肝脏脂肪的评价指标，其在肝脏脂肪沉积时升高。EMPA-

REG OUTCOME 试验探讨 EMPA 对肝脏转氨酶的影响。 

方法  该研究纳入 7020 名并发心血管疾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在一般治疗基础上，随机化分为

EMPA 10 mg 处理组、EMPA 25 mg 处理组、安慰剂（PBO）组，评估谷丙转氨酶（ALT）、谷草

转氨酶（AST）自基线的变化（以三分位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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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显示，EMPA 处理组 ALT 水平自基线起下降至 28 周，后趋势稳定；PBO 组 ALT 持续下

降但幅度较小；基线时，最高三分位组（第 3 分位组）ALT 降低幅度最大；在第 1 分位组中，

EMPA 组与 PBO 组 ALT 水平变化相似。EMPA 组 AST 水平自基线起下降至 28 周，后趋势稳定；

PBO 组 AST 水平无变化；第 2 分位组、第 3 分位组中，在第 28 周和 164 周时，EMPA 组与 PBO

组 AST 自基线的变化大致相似；但第 3 分位组中，EMPA 组 AST 自基线变化比 PBO 组 AST 自基

线变化更为明显。该趋势与 III 期临床试验汇总分析及一项比较 EMPA 与格列美脲的临床试验结果

相似。 

结论  综上所述，在 EMPA-REG OUTCOME 试验中，相较于 PBO，EMPA 可降低 ALT、AST 水

平，且 ALT 下降幅度大于 AST，这与肝脏脂肪的减少相一致。 

 
 

PU-0835 

TMEM18（rs6548238）、CDKAL1（rs7754840）和 

FAIM2(rs7138803)与中国北方汉族肥胖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 

 
康静,陈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GNPDA2, SH2B1, TMEM18, MTCH2, CDKAL1, FAIM2 和 MC4R 基因位点是否与中国

北方汉族肥胖 2 型糖尿病相关。 

方法  选自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超重和肥胖的 T2DM

共 249 例，符合① WHO 1999 年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②半年内无酮症及其他应激情况；③无肝

肾功能不全；④ BMI≥24.0kg/㎡⑤排除 1 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及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等。根据体重

指数分为超重 T2DM 组（24.0kg/m2≤BMI＜28.0kg/m2）和肥胖 T2DM 组（BMI≥28.0kg/m2）。正

常对照组：来自同一时期健康体检者共 190 例。应用 SNaPshot 技术，对受试者的 Near GNPDA2

（rs10938397）、SH2B1(rs7498665)、Near TMEM18（rs6548238）、MTCH2(rs10838738)、

CDKAL1(rs7754840)、FAIM2(rs7138803)、Near MC4R(rs12970134) 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了基因

分型，并分析这七个易感基因位点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  Near TMEM18（rs6548238）风险等位基因增加了腰围、腰臀比、BMI、空腹血糖、糖化血

红蛋白、舒张压、TG、TC、LDL-C（P<0.05）；CDKAL1（rs7754840）风险等位基因增加了腰

围、腰臀比（P<0.05）；FAIM2(rs7138803)风险等位基因增加了 BMI、舒张压、TG（P<0.05）。

在调整了性别和年龄后，Near TMEM18（rs6548238）、FAIM2(rs7138803)与肥胖 2 型糖尿病的

发生风险存在关联（ P<0.05 ）； SH2B1(rs7498665) 、Near GNPDA2 （ rs10938397 ）、

MTCH2(rs10838738)、Near MC4R(rs12970134)未发现与肥胖相关指标及 2 型糖尿病相关性。 

结论   在中国北方汉族人群中 Near TMEM18（ rs6548238）、CDKAL1（  rs7754840）、

FAIM2(rs7138803)与肥胖相关指标相关，Near TMEM18（rs6548238）、FAIM2(rs7138803)与肥

胖 2 型糖尿病易感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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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6 

蛋白尿在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慢性肾脏病发病率与肾功能障碍

进展的作用 

 
Gregory A. Nichols1,Anouk Déruaz-Luyet2,Sibylle J. Hauske3,Kimberly G. Brodovicz4 

1.Kaiser Permanente Center for Health Research 
2.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3.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 Co. KG 
4.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目的  慢性肾脏病（CKD）常用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进行评价，但临床常规所测蛋白尿

结果对 eGFR 恶化的预测价值尚未得以证实。本研究以临床检测的蛋白尿结果进行分组，并进一步

比较由 eGFR 评价的肾功能障碍进展率。 

方法  本研究为纵向研究，利用 Kaiser Permanente Northwest 电子病历，选取了 13,358 例糖尿病

患者，于 2006-2012 年间检测血肌酐（SCr）及尿白蛋白肌酐比（UACR），并于 2006-2016 年间

至少复查一次。根据 KDIGO 指南，将基线资料进行 eGFR、UACR 分组。 

结果  校正年龄、性别、民族、收缩压、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

抗剂（ARB）等药物使用后，进一步计算了随访 11 年后的 eGFR 进展率（每 1000 患者年），并

根据基线 UACR 分组进行比较。 

结论  如表所示，基线水平较高的蛋白尿显著增加了基于 eGFR 评价的肾功能障碍进展风险。这提

示，在糖尿病患者中进行蛋白尿常规检测，对肾功能恶化具有重要的临床预测作用。 

 
 

PU-0837 

恩格列净（EMPA）降低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率与住院率 

 
David Fitchett1,Benjamin M. Scirica2,SilvioE. Inzucchi3,Christopher P. Cannon2,Darren K. McGuire4,Odd Erik 

Johansen5,Steven Sambevski，6,Uwe Hehnke6,Jyothis T. George6,Bernard Zinman7 

1.St Michael's Hospital， Division of Cardi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2.Cardiovascular Division，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3.Section of Endocrinology，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4.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5.Boehringer Ingelheim Norway KS 

6.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7.Lunenfeld-Tanenbaum Research Institute， Mount Sinai Hospital，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的  EMPA-REG OUTCOME 试验结果表明，与安慰剂（PBO）相比，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恩

格列净化（EMPA），使 2 型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血管死亡率显著降低 38％（HR 0.62 

[95％置信区间 0.49, 0.77]）、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32％（HR 0.68 [95％置信区间 0.57, 0.82]）、

心力衰竭发生率显著降低 35％（HR 0.65 95％置信区间 0.50, 0.85]）。但不同基线心血管风险程

度下心衰患者获益如何需进一步分析。 

方法  本研究用 10 分制 TIMI 二级预防风险评分（TRS 2°P）评估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心衰发

生及按基线心血管风险分组的心衰或心血管复合终点风险。本研究亚组间的交互作用检验中，多重

比较未校正。 

结果  EMPA-REG OUTCOME 试验共纳入 7020 例患者接受研究药物治疗。根据 TRS 2°P 风险评

分，基线时具有低、中、高和最高残余心血管风险的患者比例分别为 12％、40％、30％和 18％。

安慰剂组中，从低至最高预测风险，患者心血管死亡率自 2.2％增加至 11.2％，心衰发生率自

1.1％增加至 10.0％。根据基线时心血管风险评分，各亚组 EMPA 对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心血

管复合终点的影响相一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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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EMPA-REG OUTCOME 试验结果显示，无论基线心血管风险程度如何，EMPA

均促使临床结局获益。 

 
 

PU-0838 

每周一次度拉糖肽在不同基线口服降糖药物的 

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陈璐璐 1,李裕明 1,王丰 2,楼颖 2,王凡 2,顾丽群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目的  在二甲双胍（Met）和/或磺脲类（SU）治疗血糖控制欠佳的中国成人 T2DM 患者中，度拉糖

肽（每周 1 次给药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能显著降低 HbA1c 和减轻体重（GBDK；

NCT01648582）。本事后分析在不同基线口服降糖药物的患者中，评估度拉糖肽 1.5mg 和

0.75mg 治疗 26 周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按照基线口服降糖药物，患者被分为 3 个亚组，Met 单用组（n=251），SU 单用组

（n=82），和 Met+SU 组（n=256）。HbA1c 和体重自基线的变化采用混合模型重复测量法在调

整的意向治疗分析集或接受治疗分析集中进行分析。 

结果  治疗 26 周后，度拉糖肽 1.5mg 和 0.75mg 都优效于甘精胰岛素。在 26 周时 HbA1c 自基线

的最小二乘法（LS）均值变化，在 Met 单用组，SU 单用组，和 Met+SU 组分别为：度拉糖肽

1.5mg：-1.7%，-1.7%，和-1.6%；度拉糖肽 0.75mg：-1.3%，-1.6%，和-1.2%；甘精胰岛素：-

1.1%，-1.2%，和-1.0%。在所有三个亚组中，度拉糖肽两个剂量治疗组患者均体重减轻，而甘精

胰岛素组患者体重增加。在 Met 单用组，度拉糖肽治疗患者的总体低血糖发生率为 7.5%，甘精胰

岛素组患者为 11.8%；在 SU 组（SU 单用组和 Met+SU 组），其发生率分别为 23.1%和 40.2%。 

结论  在中国 T2DM 患者中，度拉糖肽 1.5mg 和 0.75mg 联合口服降糖药物治疗（Met 单用，SU

单用，或 Met+SU）时，都明显降低 HbA1c 和减轻体重。度拉糖肽治疗在 Met 单用组的低血糖风

险明显低于 SU 组。 

 
 

PU-0839 

超敏 C 反应蛋白和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分析 

 
刘冲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目的  析超敏 C 反应蛋白和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到 2017 年 10 月于我

院接受产检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141 例作为研究组，同时期健康的妊娠期孕妇 139 例为对照组。

测定两组孕妇的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hs-CRP）、糖化血红蛋白水平（HbA1c）、胰岛素敏感指

数，分析 hs-CRP 和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结果  研究组的超敏 C 反应蛋白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的胰岛素敏感指数低于对照组，差

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hs-CRP 和 HbA1c 水平均会升高，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检测 hs-CRP 水平在妊娠期糖尿病诊断上有一定的价值。  

方法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5 月到 2017 年 10 月于我院接受产检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期健康

的妊娠期孕妇为对照组。对照组 139 例，年龄 20～36 岁，平均年龄（27.83±4.96）岁；研究组

141 例，年龄 22～38 岁，平均年龄（28.12±4.51）岁。两组孕妇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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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孕妇及其家属了解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经由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

意。 

1.2 方法 

    在常规产检时，抽取两组孕妇在空腹时的前臂静脉血。应用免疫抑制比浊法检测 HbA1c 水平。

应用免疫荧光定量法检测血清中 hs-CRP 水平，仪器为 NCD-A01 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实验步骤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测定孕妇空腹胰岛素，应用放免法并计算胰岛素敏感指数。 

1.3 统计学方法 

    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P＜0.05 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1 两组孕妇的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 

对照组 hs-CRP 水平为（2.21±0.18）mg/dL，研究组 hs-CRP 水平为（1.61±0.11）mg/dL，两组

对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t=33.708，P=0.000）。 

2.2 两组孕妇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对照组孕妇 HbA1c 水平为（3.10±1.24）%，研究组孕妇 HbA1c 水平为（6.72±1.59）%，两组进

行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t=21.223，P=0.000）。 

2.3 两组孕妇的胰岛素敏感指数 

    对照组胰岛素敏感指数为（4.41±2.85），研究组胰岛素敏感指数为（3.71±1.56），两组指数进

行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t=2.554，P=0.011）。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有糖尿病合并妊娠和妊娠前或妊娠期出现糖尿病两种类型，多数发病者为妊娠

期出现糖尿病，孕妇会出现糖耐量异常的情况，并伴发高血压、早产、感染等，对胎儿也会产生影

响，导致新生儿因呼吸窘迫综合征或是低血糖而死亡。同时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在产后容易发展成为

Ⅱ型糖尿病，新生儿容易在成长中发展成为肥胖患者或是Ⅱ型糖尿病患者。对妊娠期糖尿病的预

测、诊断和干预有着非常重要临床价值。 

正常的妊娠是存在着一定的低度炎症反应的，而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炎症反应程度更重。超敏 C 反

应蛋白是一类能够反映人体各类急性或慢性炎症的敏感的反应蛋白，在正常的人体中这类蛋白的水

平很低，若机体发生炎症反应、感染或是组织损伤时，hs-CRP 水平就会有明显的升高。妊娠期糖

尿病患者的 hs-CRP 水平相较于健康的孕妇，其体内的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有更加明显的升高。妊

娠期糖尿病患者会产生胰岛素抵抗，患者体内升高的的 hs-CRP 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同时患者体内

的 hs-CRP 水平可能会随着血糖的升高而升高。而 HbA1c 可以反映人体近期内血糖水平的控制情

况，能够有效的反应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病情[2]。 

本研究对接受产检的妊娠期女性进行了 hs-CRP 水平、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和胰岛素敏感指数的测

定，研究组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的 hs-CRP 和 HbA1c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胰岛素敏感指数

与对照组相比更低。实验证实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 hs-CRP 水平会升高，hs-CRP 和妊娠期糖尿病

有很强的相关性。综上所述，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hs-CRP 水平会升高，体内 HbA1c 水平也会升

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检测 hs-CRP 可用于预测和诊断妊娠期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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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0 

无论是否控制血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 HbA1c，恩格列净

均可改善肾脏结局 

 
Christoph Wanner1,Mark E. Cooper2,Silvio E. Inzucchi3,Bernard Zinman4,Uwe Hehnke5,Maximilian von 

Eynatten5,Audrey Koitka-Weber6 
1.Würzburg University Clinic 

2.Department of Diabetes， Central Clinical School， Monash University 

3.Section of Endocrinology，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4.Lunenfeld-Tanenbaum Research Institute， Mount Sinai Hospital 

5.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6.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目的   EMPA-REG OUTCOME 研究证明了钠 -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恩格列净

（EMPA）的肾脏保护作用：与安慰剂（PBO）相比，EMPA 能降低确诊有心血管疾病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肾病发生率或恶化风险 39％。本研究将研究控制包括血压（BP）、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和 HbA1c 在内的心血管风险因素对肾脏治疗结局差异的影响。 

方法  入组患者以 1：1：1 的比例随机分配至 EMPA 10 mg、EMPA 25 mg 或 PBO 治疗组。 在基

线和研究期间校正 BP、LDL-C 和 HbA1c 作为时间依赖性协变量，评估 EMPA 汇总组与 PBO 组中

的肾病发生率或恶化风险。各参数的控制标准为收缩压<140mmHg 和舒张压<90mmHg，LDL-C 

<100mg / dL 以及 HbA1c <7.5％。 

结果  单独校正 BP、LDL-C 或 HbA1c 后，EMPA 较 PBO 组而言，其至肾病发病或恶化时的风险

比（HR）为 0.61-0.67（图 1）。校正所有 3 个参数后，其 HR（95％置信区间）为 0.65

（0.57,0.75）（图 1）。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研究校正血压、LDL- C 和 HbA1c 因素后，EMPA 同

样可降低患者肾病发生或恶化的风险。 

结论  研究数据表明，无论是否对常规心血管风险因素进行控制，EMPA 均可降低肾脏结局风险。 

 
 

PU-0841 

恩格列净对青少年 2 型糖尿病患者钠排泄分数 

及 eGFR 的急性影响 

 
Petter Bjornstad1,Lori Laffel2,William Tamborlane3,Gudrun Simons4,Stefan Hantel4,Max von Eynatten5,Jyothis 

George5,Jan Marquard5,David Cherney6 
1.University of Colorado School of Medicine 

2.Joslin Diabetes Cente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Yale School ofMedicine 

4.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Biberach an der Riss 

5.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Ingelheim 

6.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Department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Division of Nephrology， 

and Banting and Best Diabetes Cent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的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可能通过利尿作用，刺激肾小球产生反馈调节，

从而减少成人 1 型糖尿病患者的肾脏超滤状态。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性分析青少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单次暴露于 SGLT-2 抑制剂恩格列净（EMPA）后，24 小时内是否会快速发生这些类似的效应。 

方法  这是一项单次给药、开放标签、随机、平行研究（NCT02121483）中，27 例 2 型糖尿病患

者（平均年龄 14.1 岁，67％为女性，平均体重指数（BMI）35.5kg/m2）接受 5、10 或 25mg 

EMPA 治疗。通过汇总三种剂量的 EMPA 治疗后数据，分析 EMPA 对钠排泄分数（FENa+）和估算

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影响（eGFR 通过 Zappitelli 联合肌酐和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方

程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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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基线时， FENa+ 平均基线值（ SD ）为 0.55 ％（ 0.46 ）， eGFR 平均基线值为

123.4ml/min/1.73m2（15.6）。EMPA 单次给药后，FENa +校正后的较基线的平均变化为+ 0.81％

（95％ CI 0.27, 1.36；P = 0.006）。eGFR 校正后的较基线的平均变化为-5.5ml/min/1.73m2

（95％CI -8.3，-2.7；p = 0.0006）。在 eGFR 亚组分析中，超滤患者 eGFR 变化值为-6.7（9.7）

ml/min/1.73m2（n = 8，eGFR> 119.1ml/min/1.73m2，非超滤患者（n = 19）变化值是-5.0（6.0）

ml/min/1.73m2。 

结论  EMPA 单剂量给药后，青少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出现急性尿钠排泄增加和 eGFR 下降，这与

SGLT2 抑制剂的使用相关，这种现象提示可能与肾小球囊内压下降有关。目前仍需要进一步深入

的机制研究确定其对肾功能的改变，以及更长期的试验验证 EMPA 对青少年糖尿病患者的肾脏保

护作用。 

 
 

PU-0842 

营养代餐澳海恩对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体重及血糖的影响 

 
王婧 

朝阳市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服用营养代餐澳海恩（300 千卡/袋）对肥胖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体重及血糖的作用，

探讨合并肥胖的 T2DM 新的治疗思路。 

方法  选取肥胖的 T2DM 患者 20 例（BMI＞28 Kg/m2），入组前均口服降糖药物二甲双胍 2.0/日治

疗，空腹血糖＞7.0mmol/L，入组后测定体质量、腰围、臀围、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给予营养代餐澳海恩口服，每周任意选 2 天服用，2 袋/天（4 袋/周），其余 5 天正常饮

食，治疗 12 周，观察治疗前后患者体质量、腰围、臀围、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

的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后患者的体质量、腰围、臀围、HbA1c、FBG 等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1)。 

结论  肥胖 T2DM 患者，加用营养代餐澳海恩治疗，可减轻体重，有效地控制空腹血糖，降低糖化

血红蛋白。 

 
 

PU-0843 

高糖对甲状腺乳头状癌 K1 细胞增殖及 Nrf2 表达和转位影响 

 
倪静,乐岭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浓度葡萄糖对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K1 细胞增殖和 

核因子-E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表达及核转位 

的影响。  

方法  不同浓度 5.5、10、25 和 50mmol/L 葡萄糖和甘露醇组、 

采用 siRNA 抑制 Nrf2 表达（siNrf2）并联合 25 mmol/L 葡萄糖（HG+siNrf2）组， 

同时设阴性转染（Nc-siRNA）联合 25 mmol/L 葡萄糖（HG+Nc-siRNA）组，MTT 

法检测上述各组在 12、24、36 和 48 h 时 K1 细胞的增殖率；WB 

检测总 Nrf2 及细胞核中 Nrf2 蛋白表达水平；细胞免疫荧光分析各组 Nrf2 在细 

胞内的分布。 

结果  不同浓度 10、25 和 50 mmol/L 葡萄糖影响 K1 细胞增殖， 

F=6.712，P<0.01，且随时间延细胞增殖亦发生改变，F=25.773，P<0.01，各组 

细胞增值率均至 24 h 时达峰值，分别与正糖组比较，均 

P=0.000。25 mmol/L 葡萄糖（HG 组）干预 24 h 最利于 K1 细胞增殖，达峰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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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葡萄糖促增殖作用逐渐下降。12 h 时，HG+siRNA 组细胞增殖率为（90.89 

±4.21） %，与 HG 组 (121.43±5.57)%比较，显著降低， P<0.05；24 h 时，HG+siRNA 

组细胞增殖率为（74.53±4.68)%，与 HG 组(148.76±5.19)%比较，显著下降，  

P<0.01；36 h 时，HG+siRNA 组细胞增殖率为(65.32±5.29)%，与 HG 组 

(134.34±2.77)%比较，显著下降，P<0.01；48 h 时，HG+siRNA 组细胞增殖率为 

(61.29±5.20)%，与 HG 组(131.35±2.49)%比较，亦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均 

意义，P<0.01。HG+Nc-siRNA 组增殖率，在各时间点均较 HG 组无明显改变， 

P>0.05。HG 组在 24 和 48 h 时，总 Nrf2 蛋白表达量分别为（0.869±0.075）、 

（0.678±0.052），与 NG 组（24 h：0.423±0.042，48 h：0.419±0.038）比较明 

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0 和 0.001。24 和 48 h 时，HG 组 

K1 细胞核中 Nrf2（Nucleus-Nrf2）分别为（0.725±0.041）、（0.526±0.049）， 

较 NG 组（ 24 h：0.302±0.038，48 h：0.310±0.018）显著上调， F 值分别为 157.83、 

49.13，均 P<0.01；两两比较，均 P<0.01。24 和 48 h 时，HG 组 Nrf2 细胞核分 

布比例分别为[（91.2±3.5）%、（ 52.0±4.0）%]，均显著高于 NG 组[24 h：(21.6 

±4.5)%，48 h：(16.7±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NG 组和各甘露 

醇组均无上述改变，P>0.05。 

结论  葡萄糖呈浓度及时间依赖性改变 K1 细胞增殖，这可能与 Nrf2 蛋白表达及核转位增加有关。 

 
 

PU-0844 

糖尿病患者系统规范化管理后代谢指标比较 

 
张亚男,鲁丽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系统规范化管理对糖尿病患者管理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辽宁省人民医院内分科住院的 137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管理组，管理组 69 例（系统规范化管理组），对照组

68 例（常规宣教组、血糖仪、胰岛素笔的使用，低血糖的处理）。两组患者均管理 6 个月，比较

两组的 FPG、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BMI、血脂、血压、尿微量白蛋白（mALB）的差异

及 FPG、HbA1c、血脂达标率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体重指数、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系统规范化管理后，管理组与对照组的空

腹血糖［（8.10±2.54）mmol/l vs (9.72±3.84 ) mmol/l ］、餐后 2 小数血糖［（10.04±3.08）

mmol/l vs (12.72±4.74 ) mmol/l ］ 、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 （ 7.50±1.42 ） mmol/l vs 

(8.24±1.69 ) mmol/l ］、甘油三酯［（2.35±2.00 ）mmol/l vs (2.77±3.26 ) mmol/l ］、空腹血糖达

标率［（40.57%）vs ( 23.53%)］、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44.92%）vs（23.53%）］、甘油三

酯达标率［（53.62%）vs（41.17%）］比较，管理组血糖、血脂相关指标达标率高，控制较好，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系统规范化管理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管理，适用于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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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5 

儿童及青少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者 

临床特点分析 
 

魏丽亚,巩纯秀,曹冰燕,吴迪,梁学军,刘敏,苏畅,孟曦,陈佳佳 

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及急性胰腺炎（AP）均为儿童急重症，二者可同时发生，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因 DKA 患儿常常有腹痛症状及非特异性胰酶即淀粉酶、脂肪酶的升高，

甚至可以大于正常值 3 倍以上，而其影像学检查阴性，其虽然符合 AP 的诊断标准，然而临床随访

几乎全部为良性过程。因此针对 DKA 患者是否需要特有的 AP 诊断标准尚需研究。本文旨在了解

儿童 DKA 合并胰酶升高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经验及转归，避免过度诊断 AP 和不必要的长期禁

食治疗。 

方法  总结我科 2015 年-2017 年收治的 DKA 合并胰酶升高患儿住院资料。本研究中定义两种胰酶

至少一种升高 3 倍以上而无胰腺影像学改变的患者为疑诊 AP， 同时合并胰腺影像学改变者为确诊

AP。分析 2 组病人临床表现、淀粉酶、脂肪酶、胰腺影像学、治疗转归，明确疑诊 AP 是否可诊断

AP，总结确诊 AP 患者的治疗经验。 

结果  近 3 年共收治 195 例 222 次儿童 DKA，18 例（8.1%）病人脂肪酶和/或淀粉酶升高，其中升

高 3 倍以上的有 9 例（4.1%）。4 例（1.8%）无胰腺影像学改变为疑诊 AP。其中，3 例无腹痛症

状，未经 AP 相关治疗胰酶降至正常。另外 1 例合并腹痛症状，予 AP 相关治疗，但在第 14 天开

始经口喂养，胰酶复升高，但无腹痛症状反复。提示疑诊 AP 患者无需 AP 相关治疗。5 例

（2.3%）合并 AP 影像学改变为确诊 AP，2 例 T1DM，2 例 T2DM，1 例糖尿病分型不明确。4 例

有腹痛症状（80%），其中 2 例为重症急性胰腺炎，3 例诊断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经过补液、

纠酮、禁食、生长抑素及类似物、空肠喂养管肠内营养等综合治疗，腹痛症状 2-19 天缓解，胰酶

2-10 天降至 3 倍以下。3 例病人在胰酶降至 2-3 倍以下开始经口喂养，有胰酶及腹痛症状反复，继

续按原方案喂养，预后佳。1 例病人因胰周有大量包裹性积液，禁食长达 60 天。1 例病人在胰酶降

至正常后开始经口喂养，禁食长达 45 天。 出院后随访均无 AP 复发。 

结论  DKA 患儿不能完全参照 AP 诊断标准，胰酶不具有特异性，即使合并腹痛症状但无胰腺影像

学改变情况下，不可诊断 AP，必须合并胰腺影像学改变方可诊断 AP。儿童 DKA 合并 AP 发生率

低，为 2.3%，经过补液、胰岛素、抑制胰酶活性及营养治疗等转归良好，无 AP 反复，预后良

好。但个体化的营养治疗经验尚不足，部分病人禁食水时间长。需要制定糖尿病患者 AP 的营养治

疗方案，早期开始经口肠内营养预后佳，无不良反应。 

 
 

PU-0846 

慢性创面的管理现状及趋势 

 
刘璐,李萍,刘岩,丁泽建,孙铭良,陈青,刘文驰,李秋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通过介绍慢性创面的国内外现状，形成机制，在家庭、门诊、院外方面的管理现状以及发展

趋势，实现对慢性创面的合理有效的管理，减少慢性创面对患者、家庭、社会的有害影响。 

方法  通过“慢性创面、管理”关键词用 pubmed 检索相关文献，并对文献进行系统综述，指出了慢

性创面的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 

结果  总共 5 篇文献讲述欧洲的慢性创面的管理情况及发展趋势，7 篇文献讲述美洲的情况，3 篇文

献讲述大洋洲的情况，2 篇文献讲述亚洲的情况。在各大洲均提到建立专门的创面处理门诊，建立

多学科护理团队等措施改善慢性创面的管理，此外还介绍远程医疗和负压伤口疗法新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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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引发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以及

糖尿病和肥胖症增加，继而慢性创面如糖尿病足部溃疡、压疮、烧伤、静脉性下肢溃疡等发病率急

剧上升。由于慢性创面的拖延时间可达数月甚至数年、数十年，因此不仅给患者的心理和身体带来

巨大的伤害，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慢性创面

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导致伤口难以愈合的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这赋予慢性创面的治疗

和管理巨大的挑战性。对于慢性创面的治疗和管理不能仅仅依靠大型医疗机构，有效的家庭、院

外、门诊管理对于慢性创面的支持与治疗是必不可少的。慢性创面发病率高，治疗困难，已经引起

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其治疗和管理已成为不可小觑的问题。事实上，慢性创面的患者通常有一

些不容忽视的原发病，如糖尿病和肥胖症等。因而慢性创面的家庭，门诊，院外管理的作用显得尤

为重要。通过建立专门的创面处理门诊如足病门诊、烧伤门诊，建立多学科护理团队，提高医务人

员业务水平，远程医疗和负压伤口疗法应用等，可以改善创面的愈合状况，实现针对慢性创面有效

合理的管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尽管目前仍然缺乏设计好的大型临床研究给予我们进一步高级别

的认识，但是医疗技术日新月异，伴随一些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慢性创面的管理会出现新的突

破。 

 
 

PU-0847 

暴发性 1 型糖尿病临床特征与 HLA-DQ A1 基因关联性研究 

 
卢淑榕,罗佐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讨暴发性 1 型糖尿病（fulminant type 1diabetes, FT1DM）的临床特征及与 HLA-DQ A1 基

因的关联性。 

方法  选取 2005 年至 2018 年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 FT1DM 患者及同期部分新发经

典 1 型糖尿病（classic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患者，收集其临床资料，用 PCR 技术检

测 HLA-DQ A1 基因，比较组间临床资料及 HLA-DQ A1 等位基因频率。 

结果  1．于 2005 年至 2012 年 5 月起病的 FT1DM 共 10 例，于 2012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起病

的 FT1DM 共 29 例，后者占同期住院 T1DM 3.7%（29/784）。2．FT1DM 起病年龄为 29.0 岁。

3．FT1DM 发病 GADA 阳性率低于新发 T1DM 组（P<0.05），FT1DM 组和 T1DM 组存在糖尿病

家族史无统计学差异（P>0.05）。4．FT1DM 组起病年龄、BMI、起病时血糖、D-3-H、出院时胰

岛素用量、ALT、AST、Cr、K+、AMS 高于 T1DM 组（P<0.05），病程、HbA1c、FCP、PCP、

动脉血 pH、BE、CK-MB 低于 T1ADM 组（P<0.05）。5．FT1DM 多因素分析显示，女性

[OR=4.536，OR 95%CI （1.011，20.350）]、BMI（偏回归系数=0.184，OR=1.202）、PCP

（偏回归系数=-6.789，OR=0.001）。6．FT1DM 随访时 HbA1c 较起病时增高（P<0.01），

FCP、PCP 和胰岛素用量于起病及随访时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起病时 4 例 GADA 阳性者

随访时均转为阴性。随访时，有 3 例 FT1DM 发生糖尿病大血管病变，2 例发生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变。7．FT1DM 组 HLA-DQA1*0102 基因频率高于 T1DM 组（P＜0.05），HLA-DQA1*0302 基因

频率低于 T1DM 组（P＜0.01）。 

结论  1． FT1DM 并非罕见，主要见于成年人。2．FT1DM 较 T1DM 出现更严重的代谢紊乱。

3．FT1DM 起病时胰岛 β 细胞迅速且几乎完全破坏，且无蜜月期。4.少部分 FT1DM 起病 5 年内可

出现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5.女性和 BMI 偏大可能是 FT1DM 发病危险因素。

6．HLA-DQA1*0102 基因可能增加 FT1DM 的发病风险，HLA-DQA1*0302 基因可能降低 FT1DM

的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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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8 

利拉鲁肽干预肥胖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症的相关研究 

 
陈萍,吴东红,梁桂敏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评估利拉鲁肽治疗对肥胖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症患者的优势。 

方法  共有 60 例新诊断的肥胖 T2D 患者纳入本研究。随机分为两组。利拉鲁肽治疗组（n=30）给

予利拉鲁肽和甘精胰岛素治疗，胰岛素强化治疗组（n=30）给予门冬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治疗，

治疗周期为 12 周。治疗开始及治疗 12 周时测定选定的临床指标，并进行超声检查。 

结果  基线水平上，两组临床特征匹配。治疗 12 周后，观察其对肥胖病人血糖、血脂、胰岛 β 功

能、胰岛素抵抗、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和总胆红素（TBIL）等代

谢综合征指标的影响，两组空腹血糖(FBG)，餐后血糖(P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TG)和总胆红素（TBIL）水平较治疗前下降(p<0.001)。利拉鲁肽治疗组患者的体

重和腰围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胰岛素强化治疗组较治疗前升高(p<0.001)。使用利拉鲁肽治疗后，

血浆胰岛素水平、胰岛细胞功能（HOMA-β）较前增高(P<0．O1，P<0．O1)；HOMA—IR 较治疗

前下降(P<0．O1)；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指标的下降也具有统计学意义血浆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水平低于使用胰岛素强化治疗组(p<0.001)。平均体重改变与 ALT、AST、γGGT 水平

改变呈正相关 (ALT, r=0.761;AST, r=0.733; γGGT, r=0.752; p<0.001)。除此之外，利拉鲁肽

(93.3%) 脂肪肝的逆转率高于胰岛素强化组(66.7%) (p<0.01)。 

结论  利拉鲁肽较胰岛素强化治疗具有更好的改善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代谢指标。 

 
 

PU-0849 

miR-27a 通过调节 Prohibitin 

对糖尿病小鼠肾脏氧化损伤的影响及机制 

 
吴丽娜,郭丰,马晓君,赵艳艳,刘飞,吉鸿飞,秦贵军 

郑州大学 

 

目的  探讨 miR-27a/Prohibitin 对糖尿病小鼠肾脏氧化应激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方法  运用反义寡核苷酸技术，设计合成化学修饰的 antagomir-27a 及 miR-27a antagomir 阴性对

照（NC antagomir）。将 db/db 自发糖尿病小鼠随机分为 3 组：糖尿病组（DM 组），antagomir-

27a 治疗组及 NC antagomir 组。以 db/m 为正常对照（Control 组）。每两周监测血糖及 24 h 尿蛋

白变化。12 周末，TaqMan 探针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肾皮质 miR-27a 水平；qRT-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分别检测肾皮质 Prohibitin 水平，荧光探针检测肾组织 ROS 生成情况；相应试剂

盒分别检测肾组织 MDA 含量、SOD 及 GSH 水平；光镜观察肾脏组织病理学改变，透射电镜观察

肾小管上皮细胞线粒体形态及超微结构变化。 

结果  1. 与 Control 组相比，DM 组小鼠肾皮质 miR-27a 水平明显升高（P<0.05）；antagomir-27a

治疗组肾皮质中 miR-27a 水平明显低于 DM 组（P<0.05）。2. 与 Control 组相比，DM 组小鼠肾皮

质 Prohibitin 水平明显下降（P<0.05）；与 DM 组相比，antagomir-27a 治疗组肾皮质中 Prohibitin

水平升高（P<0.05）。3.与 Control 组比较，DM 组血糖水平明显升高（P<0.05），而 antagomir-

27a 治疗后对血糖水平无明显影响（P>0.05）。12 周末，DM 组 24 h 尿蛋白水平较 Control 组升

高（P<0.05），antagomir-27a 治疗后明显降低 24 h 尿蛋白水平（P<0.05）。4. 与 Control 组比

较，DM 组氧化应激指标明显升高，antagomir-27a 治疗后氧化应激指标明显下降（P<0.05），肾

脏病理学变化明显改善。 

结论  下调 miR-27a 水平可明显减少肾脏氧化应激反应，降低小鼠尿蛋白水平，其机制可能是通过

调节 Prohibitin 水平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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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0 

单用胰岛素控制不佳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联用阿卡波糖 

或二甲双胍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一项随机、开放、平行分组对照研究 

 
张琼阁 

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比较单用胰岛素控制不佳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分别联用阿卡波糖或二甲双胍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随机、开放、平行分组对照研究。91 例单用胰岛素（稳定剂量 30-60 U/d 至少 8 周

以上）血糖控制不佳（HbA1c 7.5％～11.0％）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按 1:1:1 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

胰岛素组、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组（100 mg 每日 3 次口服）或二甲双胍组（0.85 g，每日 2 次口

服）。分别于基线和治疗 12 周后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血糖谱、血脂等，记录不良反应。 

结果  12 周后，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组的 HbA1c 与基线相比从 7.9％±0.4％降至 7.0％±0.3％（P＜

0.01），联合二甲双胍组的 HbA1c 从 7.8％±0.2％降至 7.0％±0.3％（P＜0.01），且两组下降幅度

相当（P=0.431），两组 HbA1c＜7.0％的达标率均为 70％，而胰岛素组 HbA1c（7.8％±0.2％ vs 

7.7％±0.4％，P=0.268）没有明显变化。联合阿卡波糖与二甲双胍的两组血糖标准差（SD）为

1.1±0.5 vs 2.7±0.6 mmol/L（P<0.01），餐后血糖波动幅度（PPGE）为 0.5±0.7 vs 2.8±0.4 

mmol/L（P<0.01），最大血糖波动幅度（LAGE）为 2.8±0.7 vs 4.6±0.6 mmol/L（P <0.01），提

示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在改善血糖波动方面作用较联合二甲双胍更加显著（P＜0.01）。胰岛素组

的胰岛素日剂量增加，而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组和联合二甲双胍组均减少。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组

（0.5±0.8 kg）或二甲双胍组（1.0±0.4 kg）体重均有所下降。三组血压、血脂均无明显改变，低

血糖率无差异，均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 

结论  单用胰岛素控制不佳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联用阿卡波糖或二甲双胍比单用胰岛素，更能改善

血糖控制，降低 HbA1c 水平以及患者体重，且降幅相当。但是胰岛素联合阿卡波糖在改善血糖波

动方面的作用强于联合二甲双胍。这对于餐后高血糖、血糖波动大、二甲双胍不耐受的人群，有重

要临床意义。 

 
 

PU-0851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围与代谢综合征及代谢组分的相关性研究 

 
刘颖姝,谷晓岚,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颈围与代谢综合征及各代谢组分的相关关系。 

方法  对社区 40 岁及以上居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纳入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1220 名，检测颈围、身

高、体重、腰围、血压、总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尿酸等。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TG、FPG 及糖化血红蛋白经对数转换符合正态分布，以 Pearson 相

关系数分析颈围与连续性各代谢组分之间的关系。校正年龄、BMI，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颈围每增加

1cm 与连续性各代谢组分间的相关性、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颈围与二分类各代谢组分间的相关

性。ROC 曲线评估颈围诊断代谢综合征的最佳切点。 

结果  1.平均颈围：男性（39.30± 2.76）cm、女性（35.33±2.63）cm，男性大于女性。2.男性颈围

与 BMI、腰围、收缩压、舒张压、TC、TG、FPG、尿酸呈正相关，颈围与 HDL-C 呈负相关。女

性颈围与 BMI、腰围、收缩压、舒张压、TG、FPG、HbA1c、尿酸呈正相关，颈围与 HDL-C 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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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均 P＜<0.05）。3.在校正年龄、BMI 的模型中男性腰围随颈围的增大而升高，女性腰围、

FPG、TG 随颈围的增大而升高，HDL-C 随颈围的增大而降低。4.在校正年龄、BMI 模型中，男性

颈围的增大会增加代谢综合征（OR =1.40, 95%CI 1.21-1.63）、中心性肥胖（OR=1.43, 95%CI 

1.20-1.70）的发生风险，女性颈围的增大会增加代谢综合征（OR =1.42, 95%CI 1.24-1.62）、中

心性肥胖（OR =1.47, 95%CI 1.22-1.77）、高血压（OR =1.12, 95%CI 1.04-1.22）、高 TG（OR 

=1.11, 95%CI 1.04-1.20）、低 LDL-C（OR =1.14, 95%CI 1.06-1.22）的发生风险。5.男性和女性

颈围与代谢综合征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06 和 0.816，最佳切点值为 37.1cm 和

33.4cm。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颈围与代谢综合征及各代谢组分独立相关，颈围是代谢综合征的独立危险

因素，对代谢综合征预测有重要意义。 

 
 

PU-0852 

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阿司匹林抵抗发生率的调查 

 
郑昂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阿司匹林抵抗发生率及分析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 124 例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采用血栓弹力图检测观察其阿司匹林抵抗情况，分为阿

司匹林抵抗组(aspirin resistance，AR)；阿司匹林半抵抗组(aspirin semi-responders，ASR)；阿

司匹林敏感组(aspirin sensitive，AS)，并进行相关指标检测。 

结果  124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中，表现为 AR 有 7 例，占全部患者的 5.65%，表现为 ASR 有 38

例，占全部患者的 30.65%，其余表现为 AS。检测发现，AR 组 TG 水平显著高于其余两组（P＜

0.05），其余指标三组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中，AR 的发生率为 5.65%，且伴有脂代谢异常的患者更易出现 AR 或

ASR。 

 
 

PU-0853 

艾塞那肽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效果 

 
倪卫惠 

南京明基医院 

 

目的  总结艾塞那肽成功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效果及安全性分析。回顾分析 36 例艾塞那肽治疗组

和 30 例胰岛素治疗组患者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对治疗前后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经艾塞那肽 4-

6 个月治疗后，患者空糖化血红蛋白（HbAlc），稳态模型指数 HOMA-IR 和体重指数（BMI）均显

著下降，而胰岛素治疗组未见明显变化。在 BMI>25 的体重超重（肥胖）患者中，生化指标总胆固

醇（TC）、甘油三酯（TG）和腰臀比（WHR）均显著下降，脂肪肝严重程度得到显著改善，而胰

岛素治疗组未见明显改变。同时艾塞那肽治疗组临床不良反应轻微。同胰岛素治疗组比较，艾塞那

肽治疗组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脂质代谢紊乱，减轻患者体重，达到更好的治疗糖尿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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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4 

尿微量白蛋白与 2 型糖尿病患者下肢血管变异率相关性分析 

 
何姗姗 

哈医大一院 

 

目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的患病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还有进一

步增高的趋势,预计未来 20 年糖尿病人数将增加 2 亿左右。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其中 2 型糖尿病

占糖尿病的 90%左右,糖尿病对人类的危害主要是它所导致的慢性并发症。尿微量白蛋白是糖尿病

肾病的早期标志之一,有研究认为尿微量白蛋白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一项独立危险因子。糖尿病

下肢血管病变是常见的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之一,其发生与病程、血糖、血脂、血压等情况相关。

主要病理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继发血栓形成,管腔狭窄甚至闭塞等。为探讨尿微量白蛋白与

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之间的关系,故开展以下研究。 

方法  本次研究选择的对象为 158 例收治我科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年龄均在 50 岁--70 岁之间，病程

5-10 年，且均无高血压，肌酐均正常，糖化血红蛋白在 7%-8%，空腹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

等各项生化指标均相差不大，实验分为两组，即正常蛋白尿患者(对照组,n=78)和尿微量白蛋白明

显增高患者(观察组,n=80)两组，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患者双侧股动脉，足背动脉、腘

动脉，同时测尿微量白蛋白(mAlb)，比较 2 组患者之间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足背动脉内径、腘动脉内径、股动脉内径并与对照组比较,呈明显缩小表现,血流量显著

减少、峰值速度加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管病变率为 56%,对照组血管病变率为

6.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在观察组中，大量蛋白尿患者血管变异率较微量蛋

白尿患者严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观察组足背动脉内径、腘动脉内径、股动脉内径并与对照组比较,呈明显缩小表现,血流量显著

减少、峰值速度加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管病变率为 56%,对照组血管病变率为

6.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在观察组中，大量蛋白尿患者血管变异率较微量蛋

白尿患者严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U-0855 

2 型糖尿病患者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 

与动脉内中膜厚度的相关性研究 

 
杨郁,富子航,周海成,邢倩,巴颖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与颈部及下肢动脉内中膜厚度（IMT）

的相关性，并分析引起动脉僵硬度增加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入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具有

完整临床资料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304 例，所有患者均记录其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腰围

（WC）、体重指数（BMI）、吸烟史，测量收缩压（SBP）、舒张压（SDP）、脉压（PP），采

血测定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尿酸（SUA）、总胆固醇（TC）、甘油

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并检测颈动脉

及双下肢动脉超声及 baPWV。依据 baPWV 是否大于等于 1400cm/s 分为 2 组，组 1 为动脉僵硬

度正常组，baPWV<1400cm/s,组 2 为动脉僵硬组，baPWV≥1400cm/s。比较两组基线资料、各项

代谢指标及双侧颈总动脉 IMT、股动脉 IMT、腘动脉 IMT 的差异，行相关性分析探讨 baPWV 与上

述指标的相关性，以 baPWV1400cm/s 为界值分为 2 类，并据此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动脉僵

硬度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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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2 型糖尿病患者动脉僵硬组与动脉僵硬度正常组相比动脉僵硬组年龄更高，病程更长，不

吸烟的人更多，收缩压、舒张压、脉压更高，双侧颈总动脉 IMT、双股动脉 IMT、双腘动脉 IMT、

动脉超声斑块检出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数量均高于动脉硬度正常组（p<0.05），而这两组在性

别、腰围、BMI、FPG、HbA1c、SUA、TC、TG、HDL-C、LDL-C 上无显著差异（p>0.05）。 

2. Pearson 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2 型糖尿病患者 baPWV 与年龄、病程、SBP、SDP、

PP、左颈总 IMT、右颈总 IMT、左股 IMT、右股 IMT、左腘 IMT、右腘 IMT、动脉超声斑块检出率

及斑块数量均呈正相关（p<0.05），与吸烟呈负相关（p<0.05）。 

3.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年龄、病程、SBP 是动脉僵硬度增加的危险

因素（p<0.05）。 

结论  1. 2 型糖尿病患者 baPWV 与双侧颈总动脉、股动脉、腘动脉 IMT 及动脉超声斑块检出率、

斑块数量呈正相关。 

2. 2 型糖尿病患者年龄、病程、SBP 是动脉僵硬度增加的危险因素。 

 

 
PU-0856 

37 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与前列腺癌的相关性研究 

 
陈兆君,蒋思雄,王琦,孙卫兵,张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PCa）是全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

它的发生发展机制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但主要与人种、年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因素、家族遗

传有关。已有研究发现，IGF-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参与了多种癌

症，如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骨肉瘤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抑制 IGF-1 的表达，具有抑制前列

腺癌等疾病发生发展的作用。进一步探讨 IGF-1 在前列腺癌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今后前列腺癌

疾病的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方法  应用 IMMULITE2000 系统检测 37 例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IGF-1 值。 

结果  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IGF-1 水平升高。 

结论  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IGF-1 水平升高；血清 IGF-1 升高，与前列腺癌密切相关。 

 
 

PU-0857 

不同浓度葡萄糖对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和基质蛋白合成的影响 

 
张贝,石勇铨,邹俊杰,汤玮,陈向芳,叶菲,刘志民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和系膜外基质蛋白过多沉积是糖尿病肾病主要的病理改变之一。高糖促

进系膜细胞增殖的同时，包括纤维粘连蛋白（fibronectin，FN）在内的基质蛋白的合成显著增加。

为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延缓病情的进展，肾小球系膜细胞是比较好的研究靶点，我们在本研究

中设计了葡萄糖浓度梯度，一方面是因为各个参考文献设计浓度不同，可能与细胞的具体类型有

关。一方面可观察肾小球系膜细胞随血糖升高增殖和系膜外基质蛋白合成的变化。 

方法  从大鼠肾小球中分离系膜细胞，加入一定浓度的葡萄糖(如 0、10、20、30、40 mM)处理，

分别培养 12、24 h 后收集细胞，通过 CCK-8 法观察细胞的增殖，通过 Annexin V-FITC 测定细胞

凋亡，通过流式细胞检测分析细胞周期，通过 ELISA 分析法测定系膜细胞外基质 FN 的含量。 

结果  从细胞增殖的变化趋势来看，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在 0-30mmol/L 时为浓度依赖性升高，

40mmol/L 时增殖率较 30mmol/L 显著下降（p<0.01），24 小时较 12 小时增殖率变化更为显著

（p<0.01）。从细胞凋亡变化看，肾小球系膜细胞随着葡萄糖浓度升高凋亡率逐渐增高。无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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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还是 24 小时，30mmol/L 组与 20mmol/L 凋亡率无显著差异，40mmol/L 组凋亡率较

30mmol/L 组显著增高（p<0.01）。细胞周期结果在 12 小时和 24 小时 30mmol/L 葡萄糖处理组观

察到了 G1 期细胞数量较 0mmol/L 组明显减少（p<0.05），S 期和 G2 期各组之间并无差异， 24

小时 G1 期 30mmol/L 葡萄糖处理组细胞较 12 小时显著减少（p<0.05），G2 期细胞较 12 小时显

著增多（p<0.05），提示处于休眠期细胞数量减少，处于分裂期细胞增多。FN 水平在 0-30mmol/L

时为浓度依赖性升高（p<0.01），40mmol/L 时 FN 水平较 30mmol/L 显著下降（p<0.01），24 小

时较 12 小时增殖率变化更为显著（p<0.01）。 

结论  肾小球系膜细胞在 30mmol/L 的葡萄糖处理 24 小时细胞增殖最为显著，休眠期细胞减少，分

裂期细胞增多，基质蛋白的合成能力最强。 

 
 

PU-0858 

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糖变异性 

与低血糖发生之间相关性探讨 

 
杨新怡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研究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糖变异性与低血糖发生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于我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 108 名使用胰岛素治疗后糖化血

红蛋白（HbA1c）水平控制于 6.5-8.0%之间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 72 小时动态血糖监测

（CGMS），根据结果分为低血糖组（存在任意时间血糖<3.9mmol/l），非低血糖组（任意时间血

糖≥3.9mmol/l），观察两组受试者一般临床资料，并分析比较两组平均葡萄糖水平（MBG）、葡萄

糖水平标准差（SD）、葡萄糖变异系数（CV）及低血糖和高血糖（任意时间血糖>180mmol/l）发

生时间百分比。 

结果  16.7%患者发生低血糖（11 例预混胰岛素治疗患者，7 例基础加餐时胰岛素治疗患者），相

较于非低血糖组（SD：1.5mmol/l CV：19.5%），低血糖组 SD 值 3.4mmol/l、CV47%显著升高

（P<0.01），MBG、HbA1C 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SD 是糖尿

病肾病患者低血糖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P<0.01)，受试者工作曲线（ROC）结果显示 SD 预测低血

糖发生的诊断截点为 2.1mmol/l。将以上受试者重新按照 SD 分为低血糖高危组（SD≥2.1mmol/l）

及低血糖低危组（SD＜2.1mmol/l），低危组与高危组平均低血糖时间 [1.04%（0-126min）vs 

2.68%（30-225min）]及胰岛素总剂量[24.8U（10-64U）vs 37.7U（10-56U）]，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在使用胰岛素治疗使 HbA1c 及 MBG 达到期望水平的糖尿病肾病患者中，血糖变异性 SD 是

预测低血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基础加餐食胰岛素治疗方案更有利于减少低血糖发生时间，使用

小剂量胰岛素治疗将 SD 水平控制于一定水平有助于减少低血糖持续时间。 

 
 

PU-0859 

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疗效观察 

 
车红霞,胡瑞萍,石磊,王明亮,李小霞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的疗效。 

方法  将我院从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54 例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变患者随机分为中

西医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27 例。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给予足三里穴位注射甲钴胺注射液 

0.5mg 1 次/日（两侧轮换注射），同时中药熏蒸双下肢 1 次/日，并口服依帕司他 50mg  3 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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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滴 α-硫辛酸 0.3g 1 次/日；对照组予口服甲钴胺胶囊 0.5mg 3 次/日、依帕司他 50mg  3 次/日、

静滴 α-硫辛酸 0.3g 1 次/日治疗。两组疗程均为两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周围神经病变总症状（TSS）各项评分及总评分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且中西医联合治疗

组 TSS 各项评分及总评分较对照组下降更加显著（均 P<0.05）。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 DPN 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有效改善周围神经病变相关症状，且简便易操作，

安全性高，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PU-0860 

中国东北地区青少年空腹血清 Ghrelin 水平 

与口服葡萄糖耐量及胰岛素敏感性密切相关 

 
李雪 1,李玲 1,厉平 1,姜染华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辽阳市糖尿病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青少年 2 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也逐年增长，青少年时期的 2 型糖尿病

经常合并多种并发症，对治疗的反应不佳，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发育造成严重影响。胃饥饿素

(Ghrelin)是近年发现的一种小分子活性肽，它能与胰岛素等外周信号共同调节能量平衡以及糖脂代

谢。以往国内关于胃饥饿素的研究多集中于成人，在青少年胃饥饿素水平方面的报道较少。本研究

通过口服葡萄糖后胰岛素释放试验分析胃饥饿素水平与青少年糖代谢状态、胰岛素分泌功能及胰岛

素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为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糖代谢异常及其防治策略提供思路。 

方法  2010-2011 年间在辽阳市应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 1368 位 11-16 岁青少年儿童，仔细

填写流行病学相关问卷，781 人进行采血取样，其中胃饥饿素水平及其他相关资料完整者共 763

人。所有研究对象均测量身高、体重等一般测量资料，收集空腹血样，测定空腹血糖（FPG）、血

清尿酸（Uric acid）、甘油三酯（TG）以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生化指标。选取其中 74 名

青少年行口服葡萄糖后胰岛素释放试验。应用酶联免疫法来检测血清胃饥饿素水平。将所有研究对

象按照胃饥饿素浓度的三分位数，分为浓度逐渐升高的三组,进行分析。 

结果   1、女生组的血清胃饥饿素浓度显著高于男生组（45.22±22.37mg/L vs. 41.87±21.42 

mg/L,P=0.035）。 2、行 OGIRT 试验后，随着胃饥饿素水平升高，口服糖负荷之后的

AUCglucose 和 ΔAUCglucose 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与此相应的胰岛素水平，无论是

AUCinsulin 还是 ΔAUCinsulin 均呈依次降低。在校正性别和年龄后的相关分析表明，空腹胃饥饿

素水平与葡萄糖负荷后 120 分钟血糖、120 分钟血清胰岛素、180 分钟血清胰岛素、AUCinsulin 和

ΔAUCinsulin 均呈显著负相关。3、相关分析以及线性回归分析均显示胃饥饿素与复合胰岛素敏感

指数 CISI 指数存在相关关系。 

结论  胃饥饿素高水平的青少年葡萄糖耐量优于胃饥饿素低水平的青少年，提示其原因可能为其胰

岛素敏感性优于胃饥饿素水平的青少年。 

 
 

PU-0861 

NDPKB 通过转录因子 FoxO1 调控 Ang-2 的表达 

 
赵迪,刘俊启,张好好,王娇, 李志臻 ,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核苷二磷酸激酶 B（Nucleoside Diphosphate Kinases B，NDPKB）是细胞能量代谢中的经

典酶，是将磷酸基团从核苷三磷酸转移到核苷二磷酸，维持体内 NTP 的稳态。它参与多种细胞功

能的调节，例如增殖，分化，细胞通讯和 G 蛋白细胞内信号传导。我们前期研究发现，NDPKB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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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陷小鼠表现为明显的视网膜血管损伤，包括周细胞丢失的增加和无细胞毛细血管的形成，其病

理过程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全一致。研究确认高血糖引起的视网膜中血管生成素-2

（Ang-2）的升高引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直接因素，而叉头转录因子 1（FoxO1）调控 Ang-2 的

表达。因此，为了阐明 NDPKB 缺乏导致血管损伤的机制，我们进一步研究 Ang-2 和 FoxO1 在

NDPK B 缺失的内皮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和定位。 

方法  实验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通过消化酶从人脐静脉中提取。培养 3 代的 HUVECs

被用于实验，利用 siRNA 转染技术转染内皮细胞。NDPKB、Ang-2 和 FoxO1 在内皮细胞中的表达

通过 western 印迹测定和免疫荧光评估。Ang-2 在内皮细胞中的亚细胞定位通过 Ang-2 与特异性标

记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的共染色来评估。 

结果  1.与对照细胞相比，NDPKB 基因沉默的内皮细胞中 Ang-2 的表达显着增加（p <0.005）。 2.

与 vWF 免疫共染色结果显示 Ang-2 主要表达于内皮细胞的 Weibel Palade 小体。3.与 Western 印

迹结果一致，免疫荧光结果显示 Ang-2 在 NDPK B 基因沉默内皮细胞的 Weibel Palade 小体中表

达增加。4. NDPKB 基因沉默增加内皮细胞中转录因子 FoxO1 的表达（p <0.05）。5.免疫荧光染

色结果示转录因子 FoxO1 主要位于内皮细胞核中，极少量存在于细胞质中。NDPKB 基因沉默引起

的胞核中 FoxO1 表达上调与 Western 印迹结果一致。6.我们通过 siRNA 转染技术成功抑制内皮细

胞中 FoxO1 表达，且在 FoxO1 基因沉默的细胞中 Ang2 的表达显着减低（p <0.05）。 

结论  我们的数据表明，NDPKB 基因沉默引起 Ang-2 表达上调损害内皮细胞功能，最终导致

NDPKB 基因敲除小鼠的血管损伤。NDPKB 基因沉默通过的转录因子 FoxO1 调控 Ang-2 的表达。 

 
 

PU-0862 

奥曲肽治疗二氮嗪无效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的效果 

以及遗传学分析 

 
曹冰燕,巩纯秀,吴迪,梁学军,苏畅,刘敏,李文京,陈佳佳,李晓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奥曲肽治疗二氮嗪无效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以及随访预后。 

方法  2015 年~2017 年北京儿童医院住院符合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且二氮嗪治疗无效患儿 25 例，

使用奥曲肽治疗。奥曲肽起始剂量 5ug/kg/d，每 6~8 小时 1 次皮下注射，每 2 天加量 1 次，每次

加量 2~5ug/kg，最大剂量 50ug/kg/d。脱离含糖液输注的情况下 48 小时内 2 次以上血糖小于

2.8mmol/L 为无效，≥2.8mmol/L 为有效，其中>3.3mmol/L 以上为完全有效；2.8-3.3mmol/L 之间

的次数不大于 2 次为部分有效。对药物的不良反应如胃肠道症状、肝功能、腹部超声、身高等情况

每 6 个月~1 年进行定期监测，对患儿的预后和结局进行了随访。该组患儿均使用基因捕获二代测

序技术进行了低血糖相关基因的检测。 

结果  该组患儿男 15 例，女 10 例，中位诊断年龄为 7.5（范围：1~24）周，中位发病诊断为 1

（范围：1~150）天，随访时的平均年龄为（1.6±0.9）岁（最大年龄 3.3 岁）。奥曲肽有效者中，

中位剂量为 10.0（范围：1.2~20.0）ug/kg/d，平均使用时间（8.9±6.3）（范围 1.5-25）月。ATP

敏感钾通道基因突变者 22 例(ABCC8 19 例，KCNJ11 3 例)，未找到致病基因者 3 例。奥曲肽完全

有效、部分有效者分别为 12 例、9 例。无效 4 例，其中 2 例为 ABCC8 双等位基因突变，1 例为

KCNJ11 突变和 1 例基因检测阴性。KATP 通道基因突变阳性与阴性组奥曲肽有效性无差异

（P=0.41），单等位基因突变和双等位基因突变组奥曲肽剂量无差异（P=0.76）。所有患儿均无

明显的胃肠道反应，20%（5/25）患者在 2 周内出现轻微肝功损害，对症保肝治疗 2 周可自行缓

解，1 例患儿在治疗的 3 周出现无症状的胆囊结石。随访时患儿身高的平均 SDS 为 0.3±1.5。 

结论  奥曲肽治疗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安全且有效，可以作为二氮嗪无效 CHI 患者的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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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3 

诺和平与诺和锐 30 治疗老年肝源性糖尿病的疗效比较 

 
张婷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目的  探讨诺和平联合拜唐苹和诺和锐 30 在老年肝源性糖尿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60 例老年肝源性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诺和平联合拜唐苹组和诺和锐 30 组（每组 30

例）。诺和平联合拜唐苹组每日睡前注射 1 次诺和平加三餐中口服拜唐苹，诺和锐 30 组早晚餐前

各皮下注射 1 次，共随访 24 周。比较两组空腹血糖(F B G)、餐后 2 h 血糖(2 h PBG)及糖化血红蛋

白（HbAlc）的下降情况，低血糖事件发生率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血糖、HbAlc 明显下降。其中诺和平联合拜唐苹组治疗 12 周后 FBG、2 h PBG

及 HbAlc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FBG：6.41 ±1.47 mmol/L vs 11.49±3.13 mmol/L，P<0.05；2 h 

PBG ： 9.92±3.14 mmol/L vs17.37 ±4.33 mmol/L ， P<0.05 ； HbAlc ： 7.44±1.31%vs 

10.75±1.43%，P<0.05)，治疗 24 周后 FBG、2 h PBG 及 HbAlc 均较治疗 12 周后无明显下降；诺

和锐 30 组治疗 12 周后 FBG、2 h PBG 及 HbAlc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FBG：7.01 ±1.39mmol/L 

vs 12.01±3.14 mmol/L ， P<0.05 ； 2 h PBG ： 10.01±3.67 mmol/L vs18.22 ±4.01 mmol/L ，

P<0.05；HbAlc：7.56±1.67%vs 10.95±1.56%，P<0.05)，治疗 24 周后 FBG、2 h PBG 及 HbAlc

均较治疗 12 周后无明显下降，治疗后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诺和平联合拜唐苹组低血糖事

件发生率明显低于诺和锐 30 组（6.7%vs 26.7%，P<0.05）。 

结论  诺和平联合拜唐苹组和诺和锐 30 组都有明显降低血糖及 HbAlc 的作用，诺和平联合拜唐苹

低血糖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诺和锐 30 组，对老年肝源性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安全有效。 

 
 

PU-0864 

社区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吴莉,林寰东,陈玲燕,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随着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患病率的迅速增加，其导致的死亡率也逐渐增加。本研

究通过对社区中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长期随访，探讨该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和危险因素，为预防糖

尿病患者的过早死亡提供人群依据。 

方法  对上海长风研究基线入组的 1449 例 45 岁及以上的社区糖尿病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期间的死

亡事件采用国际疾病分类编码 ICD-10 进行登记。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基线年龄、性

别、吸烟、饮酒、糖尿病病程、血肌酐、尿蛋白肌酐比值（UACR）、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CIMT）、颈动脉斑块，以及合并高血压、肥胖、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和骨质疏松等慢性疾病

与糖尿病患者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结果  1. 研究对象的基线平均年龄 66.8 岁，平均随访 5.3 年，期间共有 158 人死亡，累积死亡率为

10.9%。心血管疾病是 DM 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其次为恶性肿瘤和糖尿病其他并发症（除外心血

管并发症）。2. 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增龄、血肌酐和 UACR 水平升高、CIMT 增厚和颈动

脉斑块是 DM 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吸烟和高血压显著增加 DM 患者心血管

死亡的风险，风险比（HR）分别为 4.01（95%CI, 1.87-8.64）和 2.66（1.03-6.87）；骨质疏松可

显著增加糖尿病患者全因死亡的风险（HR 1.79，95%CI 1.08-2.98）。3. 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

75 岁以上 DM 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较年龄 45-54 岁患者分别增加了 8.5 倍和 39.0

倍；超重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显著降低了 36%（HR 0.64，95%CI 0.45-0.93）；大

量白蛋白尿和微量白蛋白尿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较 UACR<30mg/g 者分别增加了 3.5 倍和 1.0 倍；

与新诊断 DM 患者相比，每 5 年为间隔的糖尿病病程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关系并不显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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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颈动脉斑块的 DM 患者相比，单侧颈动脉斑块患者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增加了

71%和 137%，双侧颈动脉斑块患者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增加了 87%和 149%；骨质

疏松较骨密度正常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 76%。 

结论  心血管疾病是导致社区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增龄、吸烟、UACR 升高、CIMT

增厚、颈动脉斑块、以及合并骨质疏松或高血压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超重可能具

有保护作用。 

 
 

PU-0865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张林杉,陈弘,常薪霞,颜红梅,卞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了解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精氨酸刺激试验评价下的胰岛 β 细胞功能情况，分析并探讨可能影

响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 1717 例住院 2 型糖尿病患

者的临床信息，以精氨酸刺激后 2、4、6min 的 C 肽均值与空腹 C 肽的差值 ΔCP 作为判断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评价指标，比较不同水平 β 细胞功能患者的临床特征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型

糖尿病患者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随着 ΔCP 水平的下降（ΔCP≥1.63，0.97≤ΔCP＜1.63，ΔCP＜0.97ng/ml），患者的年龄、

糖尿病病程、糖化血红蛋白（HbA1c）、糖化白蛋白（glycated albumin，GA）呈逐步递增，且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校正了性别、年龄、胰岛素抵抗指

数（HOMA-IR）后，糖尿病病程、胰岛素使用史、促泌剂使用史、糖化白蛋白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

独立负相关，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白蛋白、甘油三酯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独立正

相关。 

结论  尽早对糖尿病患者积极控制血糖，适当保持体重可能对于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延缓 β 细胞

功能衰竭和并发症的发生是十分重要的。 

 
 

PU-0866 

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小管损伤与尿微量蛋白的相关性 

 
李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肾病早期是否存在肾小管损伤及与尿微量蛋白的关系，经过 SGLT-2 治疗后患者

尿微量白蛋白及肾损伤分子 1（Kidney injury molecule 1，KIM-1）水平，从而探讨 SGLT-2 抑制

剂对肾小管作用。 

方法  选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接受 SGLT-2 抑制剂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84

例，排除原发性肾脏疾病及高血压病，依据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UACR）将其分为 A 组（UACR

＜30mg/g），B 组（30≤UACR≤300mg/g），C 组（UACR＞300mg/g），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检测各组尿中 KIM-1 水平，观察各组入院次日晨尿 KIM-1 与 UACR 的关系。再分别给

予各组 SGLT-2 抑制剂治疗 10 天，再次观察尿 KIM-1 水平。 

结果  KIM-1 水平与 UACR 呈正相关（r=0.875,r=0.836,r=0.842,P＜0.05），且在早期 KIM-1 升高

更明显，经 SGLT-2 治疗 10 天后，各组患者尿 KIM-1 分子升高（P＜0.05），尿微量白蛋白降低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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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早期肾小管损伤显著，肾小管病变早于肾小球病变，SGLT-2 抑制剂能够有效降低尿

蛋白，但使肾小管损伤特异性标志物 KIM-1 升高，由此说明 SGLT-2 抑制剂对肾小管有一定的损伤

作用。 

 
 

PU-0867 

基于线粒体氧耗探讨小檗碱影响胰岛功能的机制 

 
白梦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分析小檗碱对大鼠胰岛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和线粒体氧耗的影响。 

方法  采用胶原酶灌注法分离普通 SD 大鼠（180~220g）的胰岛，在不同浓度葡萄糖下以小檗碱刺

激新分离的大鼠胰岛 1h 或 24h，检测胰岛素分泌的水平；在 3.3、8.3、16.7mmol/L 葡萄糖的基础

上加 2.5μmol/L 小檗碱处理大鼠胰岛 1h，用 Western 印迹法检测 AMPK 和 ACC 的磷酸化水平，

用 Seahorse XF 24 孔胰岛板检测葡萄糖的氧耗率；用实时定量 PCR 和 Western 印迹法检测不同

糖浓度下用小檗碱预处理 24h 后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

的变化；AMPK 组成性活化病毒(AMPK-CA)、AMPK 激动剂 AICAR 及 AMPK 抑制剂 compound C

处理大鼠胰岛 1h，用 ELISA 和 Seahorse XF 24 分别检测不同浓度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以及

葡萄糖氧耗率的变化。 

结果  小檗碱呈剂量依赖性抑制糖促胰岛素的分泌；作用 1h 后 AMPK 和 ACC 的磷酸化水平增加，

葡萄糖的氧耗率以及 ATP 的生成显著降低；处理 24h 可以抑制高糖诱导的脂肪酸合酶的表达；以

AMPK-CA 或 AICAR 激活 AMPK 通路可以得到与小檗碱相似的作用效应，但是以 compound C 阻

断 AMPK 通路并不能逆转小檗碱对高糖刺激胰岛素分泌以及氧耗率的抑制作用。 

结论  小檗碱能降低大鼠胰岛线粒体葡萄糖刺激的氧耗率并抑制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但这一

作用并不依赖于 AMPK 信号通路。 

 
 

PU-0868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步态、平衡能力的研究 

 
邓芳 1,邓武权 1,2,陈兵 1 

1.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重庆市急救中心内分泌肾科 

 

目的  利用新型生物力学监测技术，探索周围神经病变（peripheral neuropathy）对 2 型糖尿病患

者步态、平衡能力的影响 

方法  糖尿病患者分为三组：A 组（无 DPN 症状体征且 NCV 阴性，n=48）、B 组（无 DPN 症状

体征但 NCV 阳性，n=45）C 组（有 DPN 症状体征且 NCV 阳性;n=51）；健康对照组为 D 组

(n=32)。收集所有受试者一般资料，检测空腹、餐后 2 小时静脉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

使用 LEGSys 和 BalanSens（BioSensics LLC, USA）系统进行步态、平衡和计时起立-行走测

试。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国际版跌倒效能感量表（FES-I）评分、DPN 症状询问及体征检查、经皮氧

分压(TcPO2)和 NCV 检测。每月一次电话随访，了解有无双下肢溃疡、跌倒、住院等事件发生。分

析比较不同组间步态和平衡能力参数以及与 NCV 的关系。 

结果  1、糖尿病患者与对照组(D 组)比较，在步态测试中：三组糖尿病患者步幅、步幅身高比、步

速、步高、摆动（左）显著低于 D 组（P＜0.05）；支撑（左）、双支撑（右）显著高于 D 组（P

＜0.05）；在硬地睁眼站立测试中，B、C 两组重心左右摇摆幅度、重心前后摇摆幅度、踝关节前

后摇摆幅度、重心摇摆面积、踝关节摇摆面积、重心摇摆指数、踝关节摇摆指数显著高于 D 组（P

＜0.05）；2、各糖尿病三组比较，C 组步幅、步幅身高比显著低于 A 组（P＜0.05）；C 组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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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高、每分钟步数显著低于 A 组、B 组（P＜0.05），同时发现 A 组与 B 组在上述所有步态参数中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无论是在睁眼还是在闭眼站立平衡测试中，C 组重心前后摇摆幅

度、重心摇摆指数均显著高于 A 组(P＜0.05)；在睁眼状态，C 组踝关节前后摇摆幅度、踝关节摇

摆指数、重心摇摆速率显著高于 A 组(P＜0.05)；在闭眼状态，C 组髋关节摇摆面积显著高于 A 组

(P＜0.05)，同时发现 A 组与 B 组在上述所有平衡能力参数中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

mCTSIB 测试中，在硬地、软地睁眼中，C 组重心摇摆指数显著高于 A 组（P＜0.05），A、B 组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步态和平衡能力均明显下降，而合并 DPN 时这种损害会进一步加重。采用

新型生物力学监测技术，能够早期发现这些变化，可能在预防糖尿病患者的跌倒损害等方面发挥作

用。 

 
 

PU-0869 

北方农村地区中老年人活动量现状调查 

及与 2 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风险的研究 
 

王乾,李秋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量化活动量并评估其在农村人口中的水平，并调查可量化的身体活动与 2 型糖尿病和代谢综

合征以及相关指标之间的关联。 

方法  总计 2076 名 40 岁以上的参与者被纳入此横断面分析。在此次调查中，检测血糖，血脂以及

吸烟饮酒教育程度等指标，评估人群运动量分层情况和不同类型活动在总体活动量中的分布比例。

另外分析社会行为与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此外，还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活动量对 2 型糖尿病

和代谢综合征的影响。 

结果  在农村地区，大约有一半的活动是与工作相关的活动（49.3％），其次是交通（30.2％）和

娱乐活动（20.5％）。在农村地区，低水平的活动量水平为 28.6％，中等水平为 47.3％，高水平

为 24.1％。男性中低活动量层次的人所占比例（29.4％）高于女性（27.8％），但差异不显著。教

育水平显示与体力活动水平显著负相关，吸烟饮酒与活动量的相关性并不明确。较低的活动量与 2

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显示出强烈而显著的相关性。就代谢相关指标而言，活动量较高的受试者表

现出较低水平的腰围，舒张压，甘油三酯和空腹血糖值，但 HDL-C 水平较高。我们也分析了活动

量与其他糖脂代谢相关指标的相关性，结果发现，运动量只与 HOMA-IR 相关，与 BMI、HOMA-β

无关。 

结论  在 40 岁以上的农村人群中运动量的不足是普遍的，这增加了 2 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

险。 应制定全民提高活动量教育和个体化的管理指南，提高全民日常活动量，尤其是休闲性活

动。 

 
 

PU-0870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下肢动脉病变关系的研究 

 
张丹乔,刘丹,尤丽丽,任萌,严励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下肢动脉病变的患病情况、危险因素及二者的关联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5 例具有完整的下肢动脉造影和眼底检查资料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资料，

DSA 探查双侧髂外动脉、股浅动脉、腘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所有动脉病变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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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 术中所见进行狭窄程度分级，造影见任一节段狭窄≥50%定义为下肢动脉病变（PAD），两侧

肢体均有病变者取严重侧进行后续统计分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由我院眼科会诊观察眼底后予以诊

断，单纯型或增殖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均定义为有病变（DR 组）。分析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

下肢动脉病变的关系。 

结果  125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男性 75 例，平均年龄 67.5±9.8 岁，107 例合并下肢动脉病变，

18 例未合并下肢动脉病变。PAD 组平均年龄、糖尿病病程高于 NPAD 组（P<0.001 和

P=0.009），而舒张压低于 NPAD 组（P=0.024）。NDR 组患者 51 例，DR 组患者 74 例。DR 组

糖尿病病程、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和 24 小时尿蛋白高于 NDR 组（P=0.001、P=0.028 和

P=0.024），而吸烟率低于 NDR 组（P=0.033）。与 NDR 组相比，DR 组 PAD 患病率及 DSA 评

分呈递增趋势，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63 和 P=0.678）。经校正性别后发现，年龄

是影响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 PAD 的危险因素，相比较于<60 岁的患者，60~69 岁 T2DM 患者发生

PAD 的风险为 10.7 倍，70 岁以上患者发生 PAD 的风险为 13.5 倍。经校正年龄、性别后结果显

示，病程、大量白蛋白尿是影响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 DR 的危险因素。相比较于病程小于等于 5 年

的患者，病程 6-10 年的 T2DM 患者发生 DR 的风险为 3.4 倍，病程 10 年以上患者发生 DR 的风险

为 7.8 倍 。 相 比 较 于 没 有 蛋 白 尿 （ UAER<20ug/min ） 的 患 者 ， 大 量 白 蛋 白 尿 患 者

（UAER≥200ug/min）发生 DR 的风险为 3.1 倍。校正年龄、性别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 2 型糖

尿病患者发生 PAD 的预测因素，相较于不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合并 DR 的患者发生

PAD 的风险为 4.7 倍。 

结论  年龄是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的危险因素。病程、大量蛋白尿（UAER≥ 200ug/min）是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因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以预测下肢动脉病变的发生。 

 
 

PU-0871 

SLC30A8 多态性位点 rs13266634 

与 2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 meta 分析 

 
程立庆,陈军,陈刘,陈兵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对 SLC30A8 的 SNP rs13266634 和 2 型糖尿病易感性进行 meta 分析。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 和 Cochrane 图书馆文献并提取研究基本特征、基因型分布数据、比值比 

(odds ratio，OR)和 95%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I)。分别利用校正 OR 和原始基因型分布

数据进行相关性评估分析，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累积 meta 分析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而后在不同

的遗传模型和最佳遗传模型下对基因型分布数据进行荟萃分析。 

结果  共纳入了来自于 39 篇研究文献的 55 组数据（其中 24 篇文献包含 38 组基因型分布数据）。

分别利用校正 OR 和基因型分布数据进行等位基因 meta 分析结果都显示该多态性位点与总人群、

欧洲人群、亚洲人群 2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相关  (总人群 : OR=1.147/1.157, 95% CI 1.114–

1.181/1.135–1.180; 亚洲人 : OR= 1.186/1.165, 95% CI 1.150–1.222/1.132–1.198; 欧洲人 : 

OR=1.100/1.151, 95% CI 1.049–1.153/1.120–1.183; 所有 p= 0.00) 而与非洲人无关(非洲人 : 

OR=1.255/1.111, 95% CI 0.964–1.634/0.908–1.360, p= 0.091/0.305)。然后在不同的遗传模型下

对基因型分布数据进行了分析，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最佳遗传模型-共显性模型分析显示 CC 基

因型携带者比 CT 和 TT 基因型携带者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高出 33.0%和 16.5 %。累积 meta

分析显示随着研究的纳入总的估计精度越来越高。 

结论  SLC30A8 多态性位点 rs13266634 可能是亚洲和欧洲人群 2 型糖尿病易感性的重要遗传因

素，但与非洲人群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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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72 

胰岛素抵抗通过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间代谢 

偶联引起神经元损伤的机制研究 

 
赵雪,曹月,吕游,刚晓坤,王桂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表明糖尿病、胰岛素抵抗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关系密切，然而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神

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间的代谢偶联主要指的是两种细胞间能量底物及代谢产物的转运与传递，如乳

酸穿梭。这种代谢偶联与记忆形成及认知功能密切相关，并可以保护神经元在病理情况下免受损

伤。本研究通过建立神经元细胞与神经胶质细胞的共培养体系，探讨棕榈酸所致胰岛素抵抗情况下

两种细胞间代谢偶联的变化及其与神经元损伤之间的关系；并应用可改善胰岛素抵抗的降糖药进行

干预（二甲双胍，吡格列酮，GLP-1 受体激动剂及 DPP-4 抑制剂），观察不同降糖药对神经元与

神经胶质细胞间代谢偶联的改善情况。 

方法  本研究应用小鼠海马神经元细胞系 HT22 与小鼠胶质瘤细胞系 GL261 进行共培养，体系中两

种细胞通过共用培养基相互交流。通过 HE 染色观察形态学变化，流式细胞术观察神经元凋亡情

况，通过突触可塑性相关蛋白的表达观察突触功能的变化，通过 β 半乳糖苷酶染色、端粒酶活性观

察神经元衰老情况。为了研究两种细胞间代谢偶联的变化，对培养基及细胞中相关能量底物如乳

酸、谷氨酸浓度进行检测，此外还对单羧酸转运体 MCT1，MCT2 以及 MCT4 的蛋白表达进行检

测。 

结果  在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共培养体系中，棕榈酸干预可引起神经元形态发生明显变化，神经

元凋亡增加、衰老加速，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相关蛋白表达下降(P<0.05)。对于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

胞间代谢偶联方面，单羧酸转运体 MCT1，MCT2 和 MCT4 表达明显下降(P<0.05)，培养基中乳酸

浓度下降 (P<0.05)，谷氨酸浓度无明显变化 (P>0.05)，神经元细胞内乳酸及丙酮酸浓度升高

(P<0.05)。给予降糖药干预后，培养基中乳酸浓度增高(P<0.05)，MCT1，MCT2 和 MCT4 表达升

高（P<0.05），能量代谢相关底物浓度异常得以纠正。 

结论  中枢胰岛素抵抗通过影响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间代谢偶联加速神经元的损伤。降糖药可能

通过改善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间代谢偶联进而改善神经元功能。本研究为降糖药在认知功能障碍

治疗方面的进一步应用提供有力依据。 

 
 

PU-0873 

SphK2 在肝脏糖代谢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古丽波斯坦·阿吉 1,2,王伟 1,2,姜芳洁 1,2,李雨霏 1,2,陈琦 1,2,夏朴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鞘磷脂对于维持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鞘氨醇激酶 2 (sphingosine Kinase 2 , 

SphK2)是鞘磷脂代谢途径中的一个关键酶，但是内源性的鞘氨醇激酶 2 在肝脏糖代谢中的作用尚

不清楚。本研究拟通过细胞模型探究 SphK2 在肝脏糖代谢中的调控作用及简要机制。 

方法  利用脂质体转染的方法把 SphK2 特异性的 siRNA 转入 Huh7 肝细胞，或者用 SphK2 特异性

抑制剂处理 Huh7 肝细胞，用 real-time PCR 观察敲低或抑制 SphK2 在胰岛素刺激下对肝细胞糖代

谢相关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同时检测对肝细胞葡萄糖输出量的影响。用 Western blot 检测敲低或

者抑制 SphK2 对胰岛素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在胰岛素刺激下，siRNA 介导的特异性敲低 SphK2 或者用 SphK2 特异性抑制剂处理，均能

上调 Huh7 肝细胞内糖异生基因 PEPCK 及 G6Pase 的 mRNA 水平，肝细胞糖异生增强，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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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输出量增多。胰岛素刺激下的 IR 及 AKT 的磷酸化水平在敲低或者抑制 SphK2 的肝细胞中降

低。 

结论  上述结果提示 SphK2 参与调控肝细胞糖异生功能，介导肝细胞胰岛素信号。在胰岛素抵抗患

者，过表达 SphK2 可能会通过改善糖异生而促进胰岛素敏感性。这为改善血糖和治疗糖尿病提供

了重要的线索及新的靶点。 

 
 

PU-0874 

2 型糖尿病患者 CA199 与血糖控制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暴素青,江霞,韩静,段丽君,孟振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复杂代谢紊乱性疾病，慢性胰腺炎症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

因素。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伴发胰腺癌、结肠癌等肿瘤性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升高。CA 199 作为一

种糖类抗原，是诊断胰腺癌、结直肠癌、肝癌等恶性肿瘤的重要生物学标志物，同时也与胰腺组织

受损密切相关。由此我们推测 CA199 水平与糖尿病之间存在密切的生物学联系。本研究旨在分析

CA199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527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241 名女性和 286 名男性)和 208 名非糖尿病健

康对照组(96 名女性和 112 名男性)。两组人群分别已留取空腹血样。其中 CA199 和 HbA1c 水平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自动分析仪测定血常规、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以及血脂水平。统计

学分析采用 SPSS16.0 进行。 

结果  本研究发现糖尿病组平均 CA 199 水平 (43.64±18.54 U /ml)较对照组(13.74±11.92 U /ml)明

显升高（P < 0.001)；在糖尿病患者中良好的血糖控制 (糖化血红蛋白≤7%) 人群中 CA 199 水平较

低（P = 0.015）。糖尿病组的血小板分布宽度（PDW）、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和总胆固醇水

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血糖控制不良的患者(HbA1c >7%)有更高的 PDW、RDW 和总胆固醇值

（P < 0.05)。回归分析显示，CA 199 与 HbA1c 水平呈正相关(r = 0.320, P < 0.001)。通过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我们发现 CA199 (OR = 2.146, 95% CI 1.143-7.613, P < 0.001)，RDW-CV 

(OR = 1.152, 95% CI 0.651-3.256, P = 0.037)和 TC (OR = 1.026, 95% CI 0.893-1.098, P = 0.044)

是 HbA1c 水平高低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  CA199 与 HbA1c 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CA199 水平可以作为预测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

制是否良好的标志物之一。 

 
 

PU-0875 

上海市淞南地区中老年人群冠状动脉病变的现况调查 

及相关因素分析 

 
李琳 1,牛静雅 1,王天歌 1,李勉 1,赵志云 1,徐瑜 1,陆洁莉 1,徐敏 1,毕宇芳 1,王卫庆 1,高金丽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探讨上海市淞南地区中老年人群冠状动脉病变的现况及相关因素。 

方法    随机选取上海市淞南社区 40~60 岁无冠心病临床症状的糖调节正常、糖尿病前期和病程低

于 5 年的糖尿病患者，采用调查问卷收集受检者的既往病史和生活方式等信息。对受检者进行身

高、体重、腰围、血压等检测，口服 75 g 葡萄糖耐量试验以及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血管造影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CTA）。在冠状动脉管腔内或邻近部位发现 >1 

mm2 且可以同管腔和周围的心包组织明确鉴别的组织结构诊断为冠状动脉狭窄，冠状动脉管腔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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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 ≥50%诊断为冠状动脉显著狭窄，冠状动脉出现狭窄且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0 诊断为冠状动脉钙

化。 

结果  排除因移动伪影导致无法分析的图像之后，共有 228 名糖调节正常、191 例糖尿病前期和

130 例糖尿病患者纳入分析，其中男性有 233（42.4%）例。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53 岁和高血压显著增加冠状动脉狭窄的发生风险；男性显著增加冠状动脉显著狭窄的发生风险；

年龄 ≥53 岁和糖尿病显著增加冠状动脉钙化的发生风险。 

结论  上海市淞南地区 549 名中老年社区居民冠状动脉狭窄、冠状动脉显著狭窄和冠状动脉钙化的

患病率分别为 51.4%、10.7%和 14.8%。男性、年龄 ≥53 岁、高血压和糖尿病与冠状动脉疾病发生

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 

 
 

PU-0876 

关注内分泌专科常用药物的相互作用 

 
汤智慧,郭代红,巴建明,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对内分泌常用药物潜在药物相互作用进行综述，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本文将通过查阅文献，从内分泌常用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环节入

手，将内分泌专科常用药物的相互作用进行综述。 

结果  目前的降糖药物中二肽基肽酶-4 抑制剂（DPP-4 抑制剂）（沙格列汀除外），胰高血糖素样

肽 1 受体激动剂（GLP-1 RA）以及已经在我国上市的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SGLT2)抑制剂由

于不经过肝药酶代谢，相互作用少。而调脂药物普伐他汀不经过肝药酶代谢，相互作用少。对于相

互作用少的药物，我们在临床中合并用药较多时可以优选，来避免潜在相互作用。 

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对于内分泌专科常用药物在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环节中临床中需要监

测的相互作用，为临床提供参考。 

 
 

PU-0877 

莫西沙星致老年糖尿病患者 

严重精神症状 1 例报道及临床发生机制探讨 

 
高俊杰,张漪澜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病例报道，探讨莫西沙星对于高龄糖尿病有动脉硬化基础患者诱发精神症状发生机

制，临床应按照抗生素使用原则选择，一旦出现不良反应,避免误诊及时停药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

对症处理。 

方法  莫西沙星致老年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症状 1 例报道：患者，女,91 岁,因发现血糖高 1 年，发

热 2 天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入院。既往史:肺结核 50 年，慢性支气管炎 20 年，头孢过敏，无精神

病史、家族精神病史。入院体格检查:体温 37.1℃,心率 90 次/min,呼吸 20 次/min,血压 160/90 mm 

Hg，BMI:24Kg/m2。神志清晰,精神尚可,查体合作，颈静脉显露,双肺可闻及散在哮鸣音,两侧肺底

可闻及中等量细湿啰音。头 CT:腔隙性脑梗塞，脑退行性病变，肺 CT:双肺间质性改变，右肺上叶

实变影考虑炎症，左肺上叶含气囊肿入院后考虑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糖尿病，完善痰培养，血

培养，给予莫西沙星 0.4 日 1 次静点,同时胰岛素泵控制血糖。入院第 2 天,患者出现烦躁、谵语、

神志模糊,应答不切题,幻觉。头颅 CT 检查排除颅内器质性病变。动脉血气分析:二氧化碳分压 22.5 

mm Hg,氧分压 133 mm Hg,氧饱和度 97%,排除二氧化碳潴留。考虑为莫西沙星引起的精神系统不

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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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立即停用莫西沙星，当日夜间患者神志欠清,情绪激动,有跳楼自杀欲望，停药 2 d 后患者精神

症状消失,神志清晰,情绪稳定,应答切题。换用阿奇霉素继续治疗痰培养阴性，无发热出院。 

结论  莫西沙星是新型 FQ NS 药物，具有脂溶性，能较好地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对中枢神经

系统产生毒性作用。该类药物中含有氟原子 ，故组织穿透力强 ，可以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

内，血药浓度增加导致脑脊液中药物浓度增高。脑组织内血药浓度过高致其抑制 GABA 与其受体

结合的作用增强，诱导出现精神症状 [4]。糖尿病老年人因普遍存在动脉硬化性疾病，常有潜在的

脑血管合并症，在药物诱导下容易出现神经精神症状。医护人员应严格按照抗生素使用原则选择抗

生素,不滥用莫西沙星,如需使用则应密切观察,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及时停药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对症

处理。我们认为,大于 80 岁高龄患者,尤其是初次使用者,莫西沙星给药剂量应当酌情减少,以避免出

现精神症状等严重的副作用。 

 
 

PU-0878 

87 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 

 
刘笑兰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的现状 

方法  随机抽取 2016 年 1～5 月份在我科住院的 87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6，采用中文版糖

尿病自我管理活动问卷，内容涉及饮食、运动、遵医用药、血糖监测、足部护理和吸烟 6 个维度，

共计 13 个条目。 

结果  从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各维度得分状况、各因素对糖尿病自我管理现状各维度评分的影

响、单因素对糖尿病自我管理评分的影响等方面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处于中差水平，与病

程、月收入有关（P<0.05)，与患者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无关(P>0.05) 

结论  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PU-0879 

早期糖尿病肾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变异性与肾损伤的关系 

 
吕琳,江霞,韩静,张扬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糖尿病肾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变异性与肾损伤的关系。 

方法  2 型糖尿病患者 136 例，按尿蛋白排泄率（UAER）不同分为 2 组，分别为正常蛋白尿组

（NAU 组，70 例）和微量白蛋白尿组（MAU 组，66 例），进行动态血糖监测（CGM），比较两

组间动态血糖参数，包括平均血糖(MBG)、血糖标准差(SDBG)、最大血糖波动幅度(LAGE)、日内

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及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MODD)。依据 MAGE 水平将 136 例研究对象分

为 2 组：MAGE 升高组(93 例)及 MAGE 正常组(43 例)，比较两组尿的肾损伤指标，包括尿蛋白排

泄率（UAER）、eGFR、转铁蛋白( TRF)、免疫球蛋白 G（IgG）、β2 -微球蛋白(β2-MG)、尿视黄

醇结合蛋白(RBP)和 N-乙酰-β-葡萄糖苷酶（NAG），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微量白蛋白尿的影响因素。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MAU 组的 SDBG、LAGE、MAGE 和 MODD 分别为 2.8±0.7 mmol/L、10.8±2.3 

mmol/L、4.8±1.8 mmol/L 和 3.2±0.8 mmol/L，均高于 NAU 组（均 P<0.05）；（2）MAGE 升高

组的 UAER、TRF、IgG、β2-MG、RBP 和 NAG 分别为 69.6±18.5 mg/24 h、15.28±2.84 mg/L、

12.4±3.91 mg/L、0.30±0.09 mg/L、3.21±0.52 mg/L 和 12.45±2.41 U/L，均高于 MAGE 正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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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HbA1c、MAGE、MODD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微量白蛋白

尿独立正相关。 

结论  早期糖尿病肾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变异性明显增大，血糖变异性大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肾损伤程度较重。 

 
 

PU-0880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调查及分析 

 
郭海兰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调查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慢性病管理自我效能量表对 100 例糖尿病患者进行调

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处于偏低水平。对治疗依从性最好，情绪管理最差；自我效能、文

化程度、工作压力、经济条件是自我管理行为的预测因子。  

结论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不乐观，在设计和实施干预措施时，应注重对患者进行健康行为管

理的健康教育，积极进行心理疏导，使患者树立学习和掌握自我管理技能的信心，指导其改变不良

的生活方式，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  

 
 

PU-0881 

糖化血红蛋白风险值对糖尿病及其前期的临床意义 

 
江霞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前期患者中的风险值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实施糖尿病筛查者共 150 例，测定所有研究对象的糖化血红蛋白（HbAlc）,

并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结果  糖耐量正常 27 例，空腹血糖受损 3 例，糖耐量减低 24 例，空腹血糖受损且糖耐量减低 5

例，糖尿病 91 例。HbAlc 对糖尿病的诊断切点为 6.40％，特异性为 0.820，敏感性为 0.789，曲线

下面积 0.875。HbA1c 对糖尿病前期的诊断切点为 5.88%，特异性为 0.535，敏感性为 0.582，曲

线下面积 0.581。糖尿病依据 HbAlc≥6.45%诊断，漏诊率为 20%，空腹血糖≥7.0%诊断时，漏诊率

为 10.0% 

结论  联合空腹血糖（FPG）和 HbA1c 可提高糖尿病诊断、筛查的敏感性，降低漏诊率；但

HbA1c 不适用于糖尿病前期诊断。临床筛查餐后 2 小时空腹血糖水平，联合检测 FPG 和 HbA1c

可降低漏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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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2 

慢性应激与胰岛素抵抗的关联研究 

 
闫宇翔 1,梁英智 1,董晶 2 

1.首都医科大学 

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慢性应激已经成为代谢性疾病的重要诱发因素。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是正常

剂量的胰岛素产生低于正常生物学效应的一种状态，早在个体代谢异常的临床表型出现之前就已经

存在。为了探索慢性应激是否是胰岛素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我们研究了应激相关指标、能量代谢

参数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的 13 家集体单位中随机抽取 4

家单位，共 766 名职工。采用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HOMA-IR）的程度，以调查人群 HOMA-

IR 的最高四分位数作为本次研究胰岛素抵抗的判定标准。应用哥本哈根社会心理问卷短标准版

（COPSOQ）评估与工作相关的心理应激状态，并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应激激素血浆皮质醇水

平。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胰岛素抵抗和非胰岛素抵抗组之间 COPSOQ 五个维度的得分，按性

别分层分别计算 HOMA-IR 与皮质醇及代谢组分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以工作单位作为聚集变

量，采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皮质醇是否为独立于肥胖的胰岛素抵抗危险因素。 

结果  以 HOMA-IR >=2.37 作为胰岛素抵抗组，其 COPSOQ 两个维度“工作要求”（58.53 ± 17.84 

vs. 50.07 ± 17.01）和“工作安全感”（56.60 ± 22.32 vs. 59.89 ± 21.91）的平均值显著高于非胰岛

素抵抗组（P<0.001）。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质醇浓度与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以及腰围

呈正相关（P<0.05）。校正潜在的混杂因素后，皮质醇是胰岛素抵抗的独立正向预测因子

（P<0.05）。 

结论  慢性应激与胰岛素抵抗之间存在关联，可能促进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发展，慢性应激可能成

为胰岛素抵抗预防与控制的新方向。 

 
 

PU-0883 

ICU 患者糖代谢指标与预后关系探讨 

 
李惠琴,苏晓飞,翟小芳,马建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对 ICU 患者进行糖代谢状况调查，分析糖代谢异常发生率；探讨入院即时血糖、HbA1c、果

糖胺与 28 天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我院 ICU 住院的患者 95 例，分析糖代谢异常发生率；根

据患者入 ICU28 天预后，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患者糖代谢指标。比较不同格拉

斯哥昏迷评分（GCS）、原发疾病、HbA1c 亚组人群中存活组和死亡组糖代谢指标。 

结果  1）糖代谢异常率 71.6%，≤65 岁和>65 岁人群糖代谢异常发生率分别为 56.8%和 81%

（P<0.05）。（2）根据入 ICU 28 天预后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入院即时血糖分别为

（9.37±3.93）mmol/L 和（11.12±5.06）mmol/L（P>0.05）；两组的果糖胺和 HbA1c 水平相似。

（3）不同亚组糖代谢指标比较：①HbA1c＜6.5％人群，存活组和死亡组入院即时血糖分别为

（7.89±2.54）mmol/L 和（9.87±4.05）mmol/L，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HbA1c≥6.5％

人群，死亡组和存活组在入院即时血糖、果糖胺及 HbA1c 指标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②应

激性高血糖存活组和死亡组入院即时血糖存在组间统计学差异(P<0.05) ，果糖胺和 HbA1c 未发现

组间差异。③GCS≤8 分人群中，存活组和死亡组的入院即时血糖分别为（9.08±3.46）mmol/L 和

（11.80±5.26）mmol/L，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GCS>8 分人群中，存活组和死亡

组入院即时血糖比较未发现统计学差异；两亚组的 HbA1c 及果糖胺水平均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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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④脑血管意外人群中，存活组和死亡组入院即时血糖分别为（8.43±3.24）mmol/L 和

（12.97±5.66）mmol/L（P<0.05），果糖胺、HbA1c 未发现统计学差异；非脑血管意外人群中，

两组的入院即时血糖、果糖胺、HbA1c 均未发现统计学差异。 

结论  ICU 患者中，糖代谢异常普遍存在，入院即时血糖与患者预后有关，尤其是 HbA1c＜6.5％、

应激性高血糖、GCS 评分≤8 分和脑血管意外人群中；未发现果糖胺和 HbA1c 与患者 28 天预后的

关系，提示入院即时血糖较果糖胺和 HbA1c 对重症患者的预后更重要。 

 
 

PU-0884 

Cxxc4 在葡萄糖诱导的胰岛 β 细胞增殖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詹志东,官滨斌,刘礼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将探讨 Cxxc4 在葡萄糖诱导的胰岛 β 细胞增殖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运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 和 WB 的方法检测体外高糖培养的 INS-1 细胞以及原代胰岛中

Cxxc4 的表达情况。通过腺病毒转染方法在 INS-1 细胞以及原代胰岛中高表达 Cxxc4，利用 EDU

观察高表达 Cxxc4 后葡萄糖对胰岛 β 细胞增殖的影响。利用 WB 检测高表达 Cxxc4 后 Wnt 信号通

路及其下游细胞增殖相关基因的变化 

结果  荧光实时定量 PCR 和 WB 结果提示体外高糖培养的 INS-1 细胞以及原代胰岛中 Cxxc4 表达

下降。高表达 Cxxc4 逆转了高糖诱导的胰岛 β 细胞增殖。高表达 Cxxc4 后抑制了 Wnt 信号通路及

其下游细胞增殖相关基因（ccd1、ccd2）的表达 

结论  Cxxc4 参与了葡萄糖诱导的胰岛 β 细胞细胞增殖，作用机制是通过调控 Wnt 信号通路进而影

响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而实现的。 

 
 

PU-0885 

糖尿病低血糖的护理体会 

 
王明艳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现象采取的护理措施和预防措施进行观察。 

方法  收集胰岛素泵强化治疗期间糖尿病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的临床研究对象，观察实施整体护理干

预，临床护理效果进行收集和整理。 

结果  经过整体护理干预，患者对纠正低血糖的措施掌握明提高，两组患者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提

高。  

结论  通过对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诱发因素加强护理预防干预，降低患者的低血糖发生，保证患者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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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6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观察 

 
吴继红,齐秦 

武威凉州医院 

 

目的  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DN）的疗效。 

方法  选择 DN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病史等均具有

可比性。诊断标准：（1）西医，有 1 型或 2 型糖尿病病史，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糖尿病

及其他类型高血糖诊断标准”，出现肾脏损害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证据，并排除合并其他肾脏疾病

者；DN 分期参照《肾脏病学》[1]标准。（2）中医，参照中国中医药学会慢性肾炎中医辨证积分标

准[2]。纳入标准为符合 DN Ⅲ~Ⅴ期西医诊断标准未透析患者及符合中医气阴两虚、瘀阻肾络证候

的诊断标准者。排除合并有其他肾脏疾病及肾血管疾病者、妊娠者、严重心血管、肝脏疾病、脑血

管意外、恶性肿瘤者，以及未按规定用药或资料不全无法判定疗效者。对照组控制饮食、适当运动

和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采用洛丁新等控制血压；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有血府逐瘀汤加减。 

结果  观察组总有率 83.3%，对照组 56.7%，观察组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 DN 疗效好。 

 
 

PU-0887 

糖尿病足的预防与护理干预 

 
吴继红,齐秦,郝开花 

武威凉州医院 

 

目的  通过合理的足部护理与干预措施和糖尿病健康教育，可以达到预防糖尿病足的目的，降低致

残率。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问卷采用自行设计，患者自主选择答案并进行统计。 

结果  早期干预尤其是高危者可促进溃疡发生率有感于前的 38.89% 降至 6.88% ，糖尿病足早期采

取干预措施，是有效降低足溃疡发生的关键。 

结论  护理干预对糖尿病足预防和治疗具有良好效果，可以明显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率，并提高糖

尿病足治愈率，缩短疗程，降低致残率。本研究主要对糖尿病足病变实施的临床护理干预措施进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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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8 

吸烟与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相关性研究： 

来自 REACTION 研究的发现 

 
彭魁 1,27,28,陈刚 2,刘超 3,母义明 4,叶真 5,时立新 6,赵家军 7,陈璐璐 8,李强 9,杨涛 10,严励 11,万沁 12,吴胜利 13,王桂侠 14,

罗佐杰 15,汤旭磊 16,霍亚南 17,高政南 18,苏青 19,王佑民 20,秦贵军 21,邓华聪 22,余学锋 23,沈飞霞 24,陈丽 25,赵列宾
1,27,28,徐瑜 1,27,28,徐敏 1,27,28,陈宇红 1,27,28,陆洁莉 1,27,28,杜瑞 1,27,28,戴蒙 1,27,28,李勉 1,27,28,王天歌 1,27,28,赵志云 1,27,28,张

迪 1,27,28,毕宇芳 1,27,28,李东辉 1,27,28,王卫庆 1,27,28,宁光 1,27,28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3.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4.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 

5.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7.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8.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9.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 

10.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 

1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3.新疆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糖尿病（内三）科 

14.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内分泌科 

15.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16.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17.江西省人民医院 

18.大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19.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内分泌科 

20.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2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2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2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4.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5.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6.美国德州大学 Aderson 癌症中心 

27.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28.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主动吸烟可能与糖尿病发病独立相关。然而，关于主动吸烟及戒烟与糖尿病

患者血糖控制的相关性研究较少。本研究目的是探讨主动吸烟及戒烟与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相关

性。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研究，人群来自 REACTION 研究（中文全称：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恶

性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英文全称：Risk Evaluation of Cancers in Chinese Diabetic 

Individuals: a Longitudinal study）中的 10 551 名男性糖尿病患者和 15 297 名女性糖尿病患者

的。通过标准化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吸烟习惯、剂量及戒烟等信息，通过口服糖耐量试验确定研究

对象的糖代谢状态并采集空腹及 2 小时血样。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评估血糖控制不佳的危险因素

以及吸烟与血糖控制的相关性。HbA1c≥7.0％被定义为血糖控制不佳（未达标）。     

结果  在总人群、男性及女性中，血糖控制未达标率分别为 56.1%、56.4%、55.8%，当前吸烟者

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增加。在校正了年龄、BMI、饮酒、体力活动、文化水平、糖尿病家族史、糖

尿病病程、高血压、高脂血症及降糖治疗方案后，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当前吸烟者中，男性血糖控

制不佳的风险增加 49%（OR:1.49,95%CI 1.35-1.66），女性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增加

56%(OR:1.56，95%CI 1.13-2.15)。在男性人群中，当前吸烟者按照每天吸烟量及吸烟指数（包

年）分组分析表明，当前吸烟与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与从不吸烟者相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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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年限低于 10 年者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仍然较高，但戒烟 10 年后风险趋于平稳，与从不吸烟者相

当。戒烟者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显著低于当前吸烟者。     

结论  主动吸烟是中国中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一个可改变危险因素，吸烟不利于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控制，戒烟有利于血糖控制，应鼓励吸烟者及早戒烟。     

 
 

PU-0889 

同等剂量格列美脲每日用药次数改变对血糖的影响 

 
张扬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研究应用同等有效剂量的格列美脲治疗，每日早餐前（或第一次正餐前）一次给药方案

与每日早、晚餐前分次给药方案，对于血糖的影响以及低血糖发生的影响。 

方法  对于 2017 年 3 月-2017 年 7 月期间门诊就诊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符合以下条件：此前应用糖

苷酶抑制剂和（或）二甲双胍治疗，糖化血红蛋白≥7.5%，无磺胺类药物过敏史。共 114 例。入组

患者随机分配两组：一组为格列美脲 2mg/日，于早餐前或第一次正餐前一次性服用；另一组为格

列美脲早餐前 1mg、晚餐前 1mg 口服。治疗疗程 4 周，监测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于 4 周

后测糖化血红蛋白，并统计低血糖、夜间低血糖发生情况。 

结果  1、格列美脲 2mg 每日一次治疗组，4 周后空腹血糖较基线降低 1.51mmol/L，餐后 2 小时血

糖较基线降低 4.63mmol/L，糖化血红蛋白较基线降低 1.06%。低血糖发生次数为 5 人次，无夜间

低血糖发生。2、格列美脲 1mg 每日两次治疗组，4 周后空腹血糖较基线降低 1.53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较基线降低 4.59mmol/L，糖化血红蛋白较基线降低 1.01%。低血糖发生次数为 7 人次，

有 2 人次夜间低血糖。 

结论  1、格列美脲 2mg 每日一次治疗组与格列美脲 1mg 每日两次治疗组，用药 4 周后，空腹血

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均较基线时有所降低。两组之际无明显差异。 

2、两组低血糖发生率无显著差异。格列美脲 1mg 每日两次治疗组夜间低血糖发生情况多于格列美

脲 2mg 每日一次治疗组，但无统计学差异。 

3、相同日计量情况下，采用每日一次或每日两次用药的方案，在控制血糖方面无明显差异。但是

每日两次用药的方式相比于每日一次用药，其患者的依从性有所降低。 

 
 

PU-0890 

基于磁共振 3D 结构像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大脑容积研究 

 
方芳 1,詹亚峰 2,卓瑶瑶 1,尹大志 2,李康安 1,王育璠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在中国呈年轻化趋势，糖尿病相关慢性并发症的发病年龄也随之提前。本研

究旨在探索中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脑容积的变化，特别关注无外周微循环障碍的亚群。 

方法  无认知功能障碍的 66 名受试者（40 名 2 型糖尿病和 26 名健康志愿者）被纳入本研究。糖尿

病患者根据是否存在外周微循环障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或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分

成并发症组（T2DM-C，n = 20）和无并发症组（T2DM-NC，n = 20）。利用 3D-T1 加权磁共振技

术，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方法计算脑容积（包括灰质和白质），并使用自动解剖标记

（AAL）模板对大脑灰质分区。 

结果  受试者平均年龄为 43±9.7 岁，年龄（P=0.13）、性别比例(P=0.203)、糖尿病病程(P=0.127)

在组间匹配良好。三组间在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压患病率、他汀类药物使用率及

全脑容积均存在显著性差异（ANOVA，P＝0.013，P <0.001，P＝0.002，P＝0.03 以及 P＝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596 

 

0.003）。T2DM-C 组患者脑容积显著下降(较 T2DM-NC 组, P=0.032；较 HV 组，P=0.001)，

T2DM-NC 组和 HV 组间脑容积无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将全脑灰质分为 116 个脑区后，区域灰质容

积分析发现较年龄和性别匹配的 HV 组，T2DM-NC 组右脑罗兰迪克岛盖（t = 3.42，P = 0.001）

和颞上回（t = 2.803，P = 0.007）的容积有显著下降。 

结论  无认知功能障碍的中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脑萎缩；即使临床上无外周微循环并发症，大脑

局域性灰质萎缩已经存在。故与外周微循环靶器官相比，大脑可能更易受到代谢紊乱的影响。 

 
 

PU-0891 

2 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与认知障碍的相关性 

 
夏三珊,杨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在我国的患病率已高达 10.9%，微血管并发

症是糖尿病患者致残的重要并发症之一，且极大地影响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生活方式及饮

食结构的发展，T2DM 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患病率逐年增长，已经成为重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表明，T2DM 发生认知障碍的风险较正常人增高 1.5-2 倍，而 T2DM 发生认

知障碍的机制尚不明确，此次我们拟探讨 2 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与认知障碍的相关性。 

方法  采取横断面调查研究我院内分泌科的住院 17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和认知情况。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01 月，经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后，应用神经心理学量表(Mini-cog 中文版、

MMSE 中文版、MOCA 北京版) 作为认知功能的测评工具对入选者进行认知功能评定，综合评估临

床病史与神经心理学量表得分，筛选出 2 型糖尿病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25 例为实验组

（T2DM+CD），年龄与性别进行 1:1 匹配后，选择 2 型糖尿病无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25 例为对照

组（T2DM）。收集入选病例一般情况、相关病史、生化检查、糖尿病病程、糖尿病并发症检查等

资料。糖尿病并发症根据住院期间相关检查结果判断得出。 

结果  与对照组（T2DM）相比，实验组（T2DM+CD）的 BMI、高血压、高脂血症、测量当日空腹

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糖尿病病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未合并相应并发

症的患者相比，合并视网膜病变的认知障碍患病率增高约 6.469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6.469，P= 0.0347)，合并肾病的认知障碍患病率增高约 2.190 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2.190，P= 0.6671）。与未合并并发症患者相比，合并微血管并发症患者认知障碍的患病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8571，P=1.0000）。认知障碍严重程度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呈正相关

（r=0.338，P=0.016）。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认知障碍相关，提早防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助于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认知功能，此外，应加强对已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早期认知功能筛查。 

 
 

PU-0892 

糖尿病足创面的软组织覆盖技术及“阶梯化”术式选择 

 
丁泽健,李秋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大面积糖尿病足创面往往经过多次清创、负压引流等治疗后仍难以最终闭合，皮肤移植、皮

瓣转位等软组织覆盖的方法是该种情况下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本文系统阐述了国内外近年来应用

于糖尿病足软组织覆盖的各种术式及最新临床进展，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创伤/获益比最

小的术式，将“阶梯性重建”的治疗理念贯穿全文。糖尿病足患者的创面复杂多变，“个体化治疗”强

调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用创伤最小的术式使患者获得最大的受益，而目前我国糖尿病足患者的治疗手

段不是由病情决定，而是由就诊科室的治疗习惯决定。糖尿病足患者分布在内分泌科、烧伤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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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外科等多个科室，各个科室都倾向于用自己惯用的治疗手段治疗，缺乏系统阶梯化的术式选择。

我们根据近年来的“阶梯性重建”治疗理念，对国内外的各种糖尿病足软组织覆盖技术进行了阶梯化

的分类，并提供了一个基于患者创面损伤程度的“术式选择阶梯”。糖尿病足患者的愈合能力差，其

软组织移植的术式选择上更加强调要采取侵入性小的方式。综合国内外的治疗现状和经验，笔者列

出了如下的选择阶梯可供参考：1、对于无深部组织外露（肌腱、骨骼）的创面：若创面位于非负

重部位（如足背部），可选择刃厚皮片移植或全后皮片移植；若创面位于负重部位，可采用局部随

意皮瓣转位。2、对于有深部组织外露的创面，采用以上术式得到的血供常常不足，选择轴型血管

皮瓣或肌瓣较为理想。3、对于更大、采用以上术式难以修复的伤口可选择游离轴型血管皮瓣进行

修复。糖尿病足的创面修复是一个分阶段实施、多学科协作、专业化处理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

不断地加强多学科协作，更新治疗理念，以系统性、个体化的治疗造福于患者。 

 
 

PU-0893 

锌 α2 糖蛋白对肝脏糖代谢及胰岛素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 

 
王源源,王亚荻,杨靖,洪涛,颜斌,齐潇雁,肖新华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讨锌 α2 糖蛋白（ZAG）对肝脏糖代谢及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1. 体外实验：通过棕榈酸(PA)诱导 Hepa1-6 细胞建立胰岛素抵抗模型，过表达 ZAG 腺病毒

和空载腺病毒分别转染 Hepa1-6 细胞 48 小时，0.4mmol/L 棕榈酸干预 24 小时，检测葡萄糖消耗

量，蛋白免疫印记法检测 ZAG、胰岛素信号通路相关蛋白(p-AKT、AKT、p-GSK3β、GSK3β)及糖

代谢相关蛋白(PEPCK、G6pase、Glut2)的表达。2. 体内实验：雄性 C57BL/6J 小鼠适应性喂养一

周后分为 GFP 组（Ad-GFP）和 ZAG 过表达组(Ad-ZAG)，两组均给予高脂饲料（60%胆固醇）喂

养 18 周，第 16 周末，ZAG 组小鼠尾静脉注射 Ad-ZAG（2×109 vg/只）, GFP 组注射同等剂量 Ad-

GFP，1 周后分别进行腹腔注射葡萄糖耐量实验和胰岛素耐量实验。第 18 周末收集动物肝脏组

织，蛋白免疫印记法检测 ZAG、胰岛素信号通路相关蛋白(p-AKT、AKT、p-GSK3β、GSK3β)及糖

代谢相关蛋白(PEPCK、G6pase、Glut2)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PA 诱导 Hepa1-6 细胞 24 小时后，细胞葡萄糖消耗量明显减少（P < 0.05），提示成功构

建胰岛素抵抗模型；在 PA 干预下，相比 Ad-GFP 组，Ad-ZAG 组 ZAG 蛋白水平显著升高

（P < 0.05），提示 Ad-ZAG 成功转入 Hepa1-6 细胞；在 PA 干预下，胰岛素刺激 30min 后，相比

Ad-GFP 组，Ad-ZAG 组葡萄糖消耗量增加，p-AKT、p-GSK3β、Glut2 蛋白水平升高，糖异生关

键酶 PEPCK、G6pase 蛋白水平下降（P < 0.05）。2. 与 Ad-GFP 组相比，Ad-ZAG 组肝脏 ZAG

蛋白水平表达显著增加（P < 0.01），提示 Ad-ZAG 成功转入 C57BL/6J 小鼠；相比 Ad-GFP 组，

Ad-ZAG 组 IPGTT 和 IPITT 曲线下面积减少，p-AKT、p-GSK3β、Glut2 蛋白均表达升高，糖异生

关键酶 PEPCK、G6pase 蛋白表达下降（P < 0.01）。 

结论  过表达 ZAG 可改善胰岛素抵抗，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 AKT/GSK3β 胰岛素信号通路中 p-

AKT、p-GSK3β，降低糖异生关键酶 PEPCK、G6Pase，增加 Glut2 蛋白的表达。 

 
 

PU-0894 

胰岛素抗体水平对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的影响 

 
袁璐,朱剑,马建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胰岛素自身抗体(IAA)水平对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血糖波动的影响，

分析影响 IAA 产生的有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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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南京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使用胰岛素治疗的 18-80 岁

的 T2DM 患者 47 例，所有患者应用美敦力回顾式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进行 72h 血糖监测，并检测糖

化血红蛋白(HbAlc)、胰岛素抗体（IAA）、游离胰岛素（FINS)、总胰岛素(TINS)、血脂、肝肾功

能、尿微量白蛋白等。使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分析影响 IAA 产生的相关因素。根据 IAA 结果，

使用二分位法，将患者分为高抗体水平组(24 例)和低抗体水平组(23 例)。记录两组受试者的平均血

糖（MBG)、平均血糖的标准差(SDBG)、平均餐后血糖波动(MPPGE)、平均日内血糖波动幅度

(MAGE)、最大血糖波动幅度(LAGE)、变异系数(CV%)等。 

结果  Spearman 相关分析提示 IAA 与胰岛素使用的年限有关（P=0.019),血清总胰岛素水平与 IAA

正相关（P=0.003 ），HbA1C 和 IAA 不具有相关性 (P>O． 05)；高抗体水平组患者的

SDBG,MAGE,CV%,LAGE 均大于低抗体水平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26，0.029，

0.011，0.018)；但两组患者的其他指标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O．05)。 

结论  使用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素抗体产生率高，使用同一种胰岛素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产生胰岛素抗体，血清总胰岛素水平与胰岛素抗体的水平相关，高 IAA 组较低 IAA 组 T2DM

患者的日内血糖波动幅度更大。 

 
 

PU-0895 

LncRNA-TETILA 调控 MMP-9 启动子去甲基化 

在糖尿病创面难愈中的作用及机制 

 
周立艳,曾婷婷,王维,王晓艺,杨川,任萌,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是调控糖尿病创面愈合的重要分子。我们前期研究发现晚期糖

基化终末产物（AGEs）促进 TET2 蛋白定位于 MMP-9 启动子调控启动子去甲基化。本研究探讨

lncRNA 是否参与 TET2 定位并调控 MMP-9 启动子特异位点去甲基化。 

方法  RIP-lncRNA 芯片筛选与 TET2 蛋白结合的 lncRNA（TET2 interacting long noncoding RNA, 

TETILA）；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 TETILA 在细胞中的表达及定位情况。qRT-PCR、

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检测 TETILA 对 TET2 及 MMP-9 mRNA 及蛋白表达及定位情况。ChIP 实

验检测 TET2 蛋白在 MMP-9 启动子区富集情况；MassARRAY 检测下调 TETILA 对 MMP-9 启动

子甲基化水平的影响。CCK8、EdU 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Annexin V/PI 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

情况，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 

结果  AGEs 作用下筛选出差异倍数大于 5 倍，表达丰度高的 lncRNA 共 48 条，RIP-qPCR 筛选出

与 TET2 结合倍数最高的一条 lncRNA (TETILA)。AGEs 可明显上调 HaCaT 细胞核中 TETILA 的

表达；抑制 TETILA 表达后，TET2 蛋白、MMP-9 mRNA 及蛋白水平均明显下调，TET2 在 MMP-

9 启动子区定位明显减少，MMP-9 启动子 CpG 位点中-764、-712、-233 及-36bp 甲基化程度明显

增加（P<0.05）。AGEs 处理并下调 TETILA 表达后，HaCaT 细胞的增殖率及细胞凋亡率与对照

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而细胞迁移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0.01）。 

结论  TET2 相互作用长非编码 RNA（TETILA）促进 TET2 蛋白合成并定位于 MMP-9 启动子区，

诱导 MMP-9 启动子去甲基化，进而激活 MMP-9 表达，抑制糖尿病皮肤创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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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6 

远程医疗技术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刘岩 1,2,李萍 2,丁泽健 2,李秋 2 

1.济南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2.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我国已

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糖尿病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糖尿病患者的诊断率低，而已经接受治疗者，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往往不能长期遵从医嘱用药、定期复诊，导致糖尿病的控制状况很不理

想，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率也迅速上升。因此，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预防、诊治、随访

中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诊疗技术来改善现状。远程医疗作为一种新型技术，促进远程病人的评估、诊

断和管理，在糖尿病患者的管理中理应有更广的应用前景。其中，对于糖尿病足，这一特殊的并发

症，有强烈的需要寻找慢性疾病负担日益加重的医疗保健替代模式。我们期待这样一种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医疗模式，全程跟踪病人情况，全面了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干预，提高糖尿病足创面

的护理，通过远程会诊，实现资源共享，缩短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差异，使患者最大受益。 

方法  国外已有许多研究发现远程医疗服务促进远程病人的评估、诊断和管理。其中远程医疗技术

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的应用也有相关报道，但在某一项研究种，内容较为单一，很少有报告描述

目前该技术在糖尿病领域整体的应用状况，我们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综合评估了远程医疗技术在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方面的应用价值、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结果  我们发现基于远程医疗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管理技术似乎为远期预防及治疗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工具。通过远程会诊，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医患之间的交流，使患者更加受

益。但在实际使用中也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比如：患者的依从性、社会经济支持、远程管理费

用、管理者报酬、相关法律法规等。另外，我国糖尿病远程管理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应用缺少相关

经验，关于远程管理系统也需要进一步的开发与完善，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医疗管理模式。 

结论  远程医疗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工具，但也面临着来自患者、家属、

医务人员及社会的诸多挑战，鉴于我国目前十分缺乏该领域的临床试验，尚需更多的样本、多中

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来进一步探讨远程医疗技术在糖尿病患者中应用的优势与不足，为医疗模式

改革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PU-0897 

miR-32 基因敲除对小鼠血管钙化的影响 

 
吴迪,洪涛,杨靖,颜斌,肖新华,刘江华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索 miR-32 基因敲除对小鼠血管钙化形成的影响。 

方法  1. 8-10 周龄雄性的 miR-32 基因敲除（miR-32-/-）小鼠和野生型（WT）小鼠给予维生素 D3

（VitD3）皮下注射诱导血管钙化形成，连续 7 天，第 8 天取主动脉组织，分别予以 HE 染色、茜素

红染色和冯-库萨染色观察两组小鼠主动脉组织钙化程度。2. 将 miR-32-/-小鼠与经典钙化模型

OPG-/-小鼠杂交获得 miR-32/OPG 杂合子小鼠，再以 miR-32/OPG 杂合子小鼠近交构建 miR-32-/-

/OPG-/-小鼠。3. HE 染色、茜素红染色和冯-库萨染色比较 OPG-/-和 miR-32-/-/OPG-/-小鼠主动脉钙

化程度，并进一步以双能 CT 和 MRI 影像学技术观察小鼠骨结构及各主要血管钙化情况。 

结果  1. miR-32 基因敲除可以抑制 VitD3诱导的小鼠血管钙化：HE 染色结果显示，与 WT 小鼠相

比，miR-32-/-小鼠深蓝色钙盐结节数量明显减少、深蓝色结节范围相对减小；茜素红染色结果显

示，与 WT 小鼠相比，miR-32-/-小鼠橙红色钙盐螯合物范围明显减小；冯-库萨染色结果提示，与

WT 小鼠相比，miR-32-/-小鼠，黑色银离子置换范围较小；此外，三种染色均发现 miR-32-/-小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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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管壁结构相对完整，而 WT 小鼠主动脉管壁结构破坏严重。主动脉组织茜素红染色结果显

示，miR-32-/-小鼠主动脉茜素红染色较 WT 小鼠更浅，提示 miR-32-/-小鼠主动脉钙化程度较轻。2. 

成功构建 miR-32-/-/OPG-/-小鼠：将 miR-32/OPG 杂合子小鼠后代 DNA 经 PCR 扩增后基因测序与

琼脂糖电泳检测，获得 miR-32-/-/OPG-/-小鼠后代，并成功建系。3. miR-32 基因敲除可以抑制

OPG-/-小鼠血管钙化的形成：miR-32-/-/OPG-/-小鼠和 OPG-/-小鼠主动脉经 HE、茜素红、冯-库萨染

色发现，20 周龄的 OPG-/-小鼠主动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钙化，而 miR-32-/-/OPG-/-小鼠未出现明显

钙化。32 周龄的 2 种小鼠经 MRI、CT 扫描发现，OPG-/-小鼠主动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钙化，并伴

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而 miR-32-/-/OPG-/-小鼠主动脉未见明显钙化。 

结论  miR-32 基因敲除可以抑制 VitD3诱导的小鼠及 OPG-/-小鼠血管钙化的形成。 

 
 

PU-0898 

男性 2 型糖尿病血尿酸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何银辉 1,2,付麒 1,杨涛 1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丽水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血尿酸水平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04 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510 例男性 2 型

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测定人体参数、血尿酸、生化指标、胰岛自身抗体，并行馒头餐试验评

估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及胰岛素抵抗。 

结 果   二 者 线 性 相 关分 析 发 现 血 尿 酸 与 C0-30min/G0-30min(r=0 ． 122 ， P=0.006) 、

iCpAUC180/iGAUC180 (r=0 ． 304 ， P ＜ 0.001) 、 HOMA2-%β(r=0 ． 267 ， P ＜ 0.001) 、

CpAUC180(r=0．328，P＜0.001)及 HOMA2-IR(r=0．248，P<0．001)均呈正相关。高尿酸组

（50 例）与正常尿酸组（460 例）的血尿酸水平分别为（480.63±57.39）、（304.22±59.38）

µmol/L。高尿酸组与正常尿酸组相比，HOMA2-IR(1.76±0.80 vs. 1.34±0.71, p=0.001), HOMA2-

%β (89.15±47.64 vs. 67.18±30.88, p=0.001), △C30/△G30 (146.43±166.05 vs.75.00±184.45, 

p=0.009), CpAUC180 (5991.02±2549.86 vs. 4577.51±1970.00, p=0.001) 和 

iCpAUC180/iGAUC180 (222.29±175.86 vs. 140.79±104.81, p=0.001) 更高；校正组间差异后，差

异仍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胰岛自身抗体阴性患者分析，高尿酸组的 HOMA2-IR、 

HOMA2-%β、△C30/△G30、 CpAUC180 和 iCpAUC180/iGAUC180 更高（均 p＜0.05）。在校

正 两 组 间 差 异 后 ， 高 尿 酸 组 与 正 常 尿 酸 组 相 比 ，  HOMA2-%β 、 CpAUC180 和 

iCpAUC180/iGAUC180 仍高，而 HOMA2-IR(F 值=2.14, p=0.144)和△C30/△G30 (F 值=3.66, 

p=0.057)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男性 2 型糖尿病血尿酸与馒头餐负荷的胰岛 β 细胞功能及胰岛素抵抗正相关；代谢综合征及

胰岛自身抗体可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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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9 

前列地尔联合硫辛酸和甲钴胺 

治疗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观察 
 

秦晓丹 

本溪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前列地尔联合硫辛酸注射液和甲钴胺对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疗效。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 80 例 DPN 患者，将所有病例按就

诊先后分为两组，研究组 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两组患者都在降血糖等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甲钻胺

注射液 500ug，肌肉注射，每日 1 次；硫辛酸注射液 600 mg， 避光静脉滴注，每日 1 次。研究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应用前列地尔注射液 10ug，静脉注射，每日 1 次，两组疗程均为 14 

d。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TSS 评分和神经电生理变化。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症状均明显改善（TSS 总分对照组 8.18±1.34 对 12.03±1.82，研究组

4.39±0.61 对 11.98±0.68，P＜0.05），其中研究组更优于对照组（TSS 总分 4.39±0.61 对

8.18±1.34，P＜0.05）；治疗后正中神经及腓总神经感觉传导速度（SCV）及运动传导速度

（MCV）均加快[对照组正中神经 SCV（41.2±3.5 对 38.1±3.2）m/s，腓总神经 SCV（36.9±3.5 对

35.1±3.1）m/s，正中神经 MCV（47.3±5.2 对 40.9±5.1）m/s，腓总神经 MCV（41.7±4.1 对

37.9±3.7）m/s；研究组正中神经 SCV（46.1±3.7 对 38.0±3.4）m/s，腓总神经 SCV（40.9±3.4 对

34.9±3.0）m/s，正中神经 MCV（54.0±4.6 对 40.8±5.2）m/s，腓总神经 MCV（45.4±4.2 对

38.1±3.5）m/s，P＜0.05]，且研究组较对照组更明显[正中神经 SCV（46.1±3.7 对 41.2±3.5）

m/s，腓总神经 SCV（40.9±3.4 对 36.9±3.5）m/s，正中神经 MCV（54.0±4.6 对 47.3±5.2）m/s，

腓总神经 MCV（45.4±4.2 对 41.7±4.1）m/s，P＜0.05]。 

结论  前列地尔联合硫辛酸注射液和甲钴胺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治疗中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应用。 

 
 

PU-0900 

PRMT2 与 HMGA1 的关系及对乳腺癌 MCF-7 细胞糖酵解的影响 

 
周叶,洪涛,杨靖,肖新华,祖旭宇,钟警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索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2 (PRMT2) 与高迁移率族蛋白 1（HMGA1）的关系及对乳腺

癌 MCF-7 细胞糖酵解代谢途径的影响。 

方法  1. 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 MCF-7 细胞、T47D 细胞、MDA-MB-231 细胞中 PRMT2 和

HMGA1 蛋白表达。2. 运用免疫共沉淀方法检测乳腺癌 MCF-7 细胞中 PRMT2 与 HMGA1 之间的

相互作用。3. 质粒转染的方式构建 PRMT2 低表达的乳腺癌 MCF-7 细胞株，检测葡萄糖消耗量，

并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 PRMT2、HMGA1 蛋白及糖酵解酶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相比 MDA-MB-231 细胞，PRMT2 蛋白在 MCF-7 细胞、T47D 细胞中表达升高；而

HMGA1 在 MCF-7 细胞 、T47D 细胞中表达降低（P < 0.01）。2. 免疫共沉淀显示，在 MCF7 细

胞中 PRMT2 与 HMGA1 无明显相互作用。3. 相比空载对照组，稳定质粒转染低表达 PRMT2 的乳

腺癌 MCF-7 细胞中 HMGA1 的表达增高（P < 0.01），葡萄糖消耗量增多（P < 0.01），Enolase-

2、PFKP、PDHK1 蛋白表达均显著升高（P < 0.01），而 PKM2 和 Hexokinase 1 蛋白表达无明

显差异（P > 0.05）；另外，Hexokinase 1 与 PKM2 在低表达 PRMT2 的 MCF-7 细胞核中的表达

升高，细胞浆中表达降低（P < 0.05）。 

结论  低表达 PRMT2 可以增加 MCF-7 细胞中 HMGA1 蛋白表达，且促进 MCF-7 细胞糖酵解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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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1 

达格列净治疗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2 例及分析 

 
徐欣悦 

陆军总医院 

 

目的  达格列净（Dapagliflozin）是新型降糖药钠-葡萄糖共转运体 2 抑制剂（SGLT-2i）的代表药

之一。随着临床应用的展开，有关 SGLT-2i 相关的酮症酸中毒事件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希望进

一步了解该类 DKA 的临床特点，总结出易发人群、危险因素等。 

方法  通过收集以上 2 例及已报道文献中的 2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汇总并分析相关数据。 

结果  达格列净在降低血糖的同时可以减轻体重和血压，并对心脑血管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临床应

用中我们需要关注其不良反应，SGLT-2i 相关的 DKA 是其中最具危险性的。本文报道的 2 例 DKA

患者明确与应用达格列净有关。收集以上 2 例及已报道文献 20 例的临床资料后发现：DKA 易发于

胰岛功能较差的人群，临床特点是低于预期的血糖水平、高阴离子间隙、血 pH 较难纠正。SGLT-

2i 导致酮症酸中毒发生的可能原因：SGLT-2i 降低肾糖阈，促进排糖，进而减少糖酵解、刺激糖异

生，增加胰高血糖素水平和脂肪酵解，减少尿酮体的排出，而胰岛功能较差患者缺乏胰岛素拮抗该

变化，因而在血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血酮水平升高，导致酮症酸中毒发生，尤其当患者伴有以下危

险因素时：饥饿、停用或减量胰岛素、应激、手术、怀孕等。对于一种药物的使用需要权衡利弊，

当胰岛功能较差的患者伴血糖较难控制平稳或心血管危险因素较多时，可以谨慎的选用该类药物。

但在应用前，我们应全面评估患者胰岛功能等临床指标，加强患者用药安全教育；应用后注意复查

血酮、尿酮水平，规避危险因素，及时停药等，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该类患者。注意患者一

旦出现恶心、乏力等症状，应急查血气分析、血酮，确诊 DKA 后立即停药，按照 DKA 的标准流程

治疗。 

结论  以达格列净为代表的 SGLT-2i 类药物相关的酮症酸中毒易发于胰岛功能较差的人群，特点是

DKA 发生时不全伴有较高水平血糖，且该类患者在禁食、停用或减量胰岛素、应激、手术、怀孕

等情况下，尤其应该防范 DKA 的发生。 

 
 

PU-0902 

幽门螺杆菌感染对非糖尿病人群糖代谢的影响 

 
李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已知幽门螺杆菌（HP）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以及胃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和腺癌等胃

恶性病变的主要病因，胃肠黏膜面积大，分布多种内分泌细胞，可分泌多种胃肠激素，调节胃肠道

功能、参与营养物质的代谢。随着对幽门螺杆菌研究的越来越深入,发现幽门螺杆菌与胰岛素抵抗

和糖脂代谢密切相关。近年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可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

素。幽门螺杆菌感染可导致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肠促胰岛素水平下降、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升

高，伴有毒力较强的Ⅰ型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T2DM 患者胰岛素抵抗加重、血糖控制难度增加。本研

究探讨幽门螺杆菌感染对非糖尿病人群糖代谢的影响。或许可以为改善胰岛素抵抗水平、预防及控

制糖尿病的发生和进展提供新的思路,对糖尿病等疾病进行有效的早期预防及治疗。 

方法  随机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

70 例非糖尿病患者进行 C14 呼气试验，年龄 30～60 岁，男 36 例、女 34 例。本研究排除了入院

前已明确或可疑糖尿病病史、患有其他急慢性感染、肿瘤、甲状腺及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免疫系

统疾病、重要脏器疾病者（如冠心病、肝肾损伤、脑部疾病等）及使用可能影响 C14 呼气试验结

果的药物（抗生素，H2 阻滞剂，质子泵抑制剂，铋制剂和皮质类固醇等）的患者。根据 C14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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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分为 HP（+）组和 HP（-）组。其中 HP（+）组(感染组)37 例、HP（-）组(对照组) 

33 例。研究对象均禁食 8 h 以上，检测空腹及服糖后 30、60、120、180 min 时静脉血糖。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HP 感染组空腹及服糖后 30、60、120、180 min 各时间点的血清葡萄糖水平

均升高( P＜0．05 或＜0.01) 。 

结论  HP 感染者血清葡萄糖水平升高，糖负荷后更易出现糖耐量异常。HP 感染所造成的糖代谢相

关激素改变可能是促进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 

 
 

PU-0903 

2 型糖尿病与胃癌临床分期、病理特征 

及肿瘤标志物的关联性研究 

 
周雪,陈铭,杨绍玲,李楠,徐璐,王严茹,孙航,崔冉,李虹,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与胃癌临床分期、病理特征及肿瘤标志物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至 2016 年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收治的 332 例行胃肿瘤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

料，根据胃癌临床分期、胃癌病理分级、糖尿病病史进行分层比较。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T2DM

与胃癌临床分期、分化程度以及淋巴转移等的相关性，采用卡方分析探讨 T2DM 与胃癌相关肿瘤标

志物的相关性。 

结果  332 例胃癌患者平均年龄 63.3±10.7 岁，其中 T2DM 65 例（19.58%），非 T2DM 267 例

（80.42%）；与非 T2DM 相比，T2DM 显著增加晚期胃癌（TNM3 期，OR=1.789， 95%CI：

1.02~3.14，P=0.042）、中分化胃癌（OR=4.50，95%CI：0.97~20.83，P=0.054）和低分化胃癌

（OR=15.00，95%CI：3.59~62.77，P<0.001）风险且更易发生淋巴转移（OR=2.18，95%CI：

1.23~3.87，P=0.008）。T2DM 患者 CEA[（0.63±0.62）比 （0.45±0.69）U/ml，P=0.045]、

AFP[（1.25±1.39）比（0.95±0.57）U/ml，P=0.016]、CA125[（2.56±0.77）比（2.51±0.62）

U/ml，P=0.049]、CA199[（2.66±1.11）比（2.20±1.00）U/ml，P=0.032]、CA724[（1.40±1.50）

比（0.94±1.03）U/ml，P=0.046]水平显著增高。 

结论  T2DM 合并胃癌患者的肿瘤临床分期、分化程度更差，侵袭性更高。关键肿瘤标志物 CEA、

AFP、CA125、CA199、CA724 在 T2DM 患者中均显著升高，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U-0904 

血清 NGAL 在早期糖尿病肾病中的诊断价值 

 
赵艳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 DN）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是慢性肾脏

病变的一种重要类型，是导致终末期肾衰的常见原因，也是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在早期

阶段诊断可及时干预和改善预后。一直以来尿微量蛋白水平的变化被认为是 DN 发生发展的标志，

但是一些糖尿病患者已经出现了肾脏病理上的改变，而尿微量蛋白水平在正常范围。这表明尿微量

蛋白不是早期检测 DN 理想的标志物。本文旨在研究血清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在早期糖尿病肾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一般资料按照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糖尿病诊断和分型标准,选取 2018 年 2 月—

2018 年 5 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治疗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 90 例。根据

尿白蛋白排泄率分为正常白蛋白尿组(NA)30 例：UAER<30mg/24 小时；微量白蛋白尿组(MA)30

例：UAER 为 30～300mg/24 小时；临床白蛋白尿组(CA)30 例：UAER>300mg/24 小时。选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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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个体作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无心脑血管疾病、肝脏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肺

部等疾病。通过 ELISA 测量血清 NGAL 的水平。 

结果  通过测定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 NGAL 水平，观察到糖尿病组患者的血清 NGAL 明

显升高(P<0.05)，其中 MA 组患者血清 NGAL 水平较对照组和 NA 组明显升高，且 CA 组血清

NGAL 水平达到最高，较其他 3 组都明显增高(P<0.0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DN 患者肾脏的病理生

理进展，NGAL 可能可以做为监测肾功能损害的生物学指标。血清 NGAL 水平在 NA 组明显升高,

同时血清 NGAL 与 ACR 呈正相关性，与 GFR 之间成负相关性，血清 NGAL 水平在病理性尿微量

白蛋白出现之前就已经升高，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血清 NGAL 水平可能先于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预测

糖尿病肾脏损害。 

结论  血清 NGAL 可能成为早于微量白蛋白尿诊断早期糖尿病肾病的新型敏感标志物，还可预测评

估病情的发生发展。 

 
 

PU-0905 

胰高糖素样肽 1 受体激活抑制人胰腺癌的生长 

 
赵荷珺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胰高糖素样肽 1 受体（GLP-1R）在人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 GLP-1R 激动

剂利拉鲁肽对人胰腺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25 例人胰腺癌组织中 GLP-1R 的表达情况，分析 GLP-1R 表达与患

者肿瘤大小和生存时间的关系。利拉鲁肽干预两种人胰腺癌细胞系 MIA PaCa-2 和 PANC-1 之后，

用 CCK-8 增殖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的凋亡和 CD133+细胞所占百分

比，用 realtime RT-PCR 检测干细胞多潜能基因 Oct-4 和 Sox-2 的表达。 

结果  25 例人胰腺癌组织中 GLP-1R 表达阳性者有 13 例（占 52%），与癌旁的胰腺组织相比，其

阳性表达水平明显降低。GLP-1R 表达阴性的胰腺癌组织更常见于肿瘤大、生存时间短的胰腺癌患

者。利拉鲁肽可显著抑制人胰腺癌细胞的增殖，促进人胰腺癌细胞的凋亡，降低 CD133
＋
细胞比例

和干细胞多潜能基因 Oct-4 和 Sox-2 的表达。 

结论  GLP-1R 表达可能有利于避免胰腺癌的进展，GLP-1R 激动剂利拉鲁肽对人胰腺癌细胞具有

抑制增殖和促进凋亡的作用，还能抑制胰腺癌干细胞。 

 
 

PU-0906 

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的临床分析 

 
曹晶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住院 260 例泌尿系感染合并糖尿病患者及 96 例泌尿系感染非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

分析。 

结果  与非糖尿病组相比较，糖尿病组患者尿细菌计数高者明显增多，细菌计数大于 5 万/ml 者占糖

尿病组总人数 21.2％。糖尿病组无尿路刺激症状者比例 74.6％明显高于非糖尿病组，P<0.01。糖

尿病组中有尿路刺激症状者及无症状者细菌分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最常见

的病原菌是大肠埃希菌，其次是肺炎克雷伯菌、表皮葡萄球菌等。 

结论  糖尿病患者泌尿系感染时细菌计数高，起病隐袭，应及早发现，合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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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7 

暴发性 1 型糖尿病 3 例及文献复习 

 
徐忠森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 3 例 FTIDM 分析，旨在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 FT1DM,降低致残率。 

方法  通过对 3 例临床诊断的 FT1DM 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并对该病发病机制、临床表现、

诊断及治疗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3 例 FT1DM 均在起病前 2 周均有上呼吸道感染病史，均有肝肾功能损害，值得一提的是本组

3 例 FT1DM 中有 2 例出现 FT3 和 TSH 降低，可能是病情危重的保护机制，经积极治疗，随病情

好转，FT3 和 TSH 恢复正常范围。例 2 在病初出现 PM-SCL、U1nRNA 阳性，2 月后复查转阴，

具体机制不明。 

结论  FTIDM 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FTIDM 发生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更高，临床经过复杂、变化

多，容易与其它疾病混淆，甚至漏诊误诊，必须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临床遇起病急骤、就诊

时病情危重、随机血糖特别高的患者，首先需注意考虑 FTIDM。与急剧升高的血糖水平相比,患者

的 HbA1c 却接近正常,糖化血清蛋白往往升高明显，也是诊断 FT1DM 的线索之一。 

 
 

PU-0908 

不同 wagner 分级糖尿病足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分析 

 
高志飞 

榆林市第一医院/延安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对 Wagner2、3 级和 Wagner4 级糖尿病足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期为不

同 wagner 分级的糖尿病足患者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至 2018 年空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糖尿病足住院患者 128 例，Wagner2、3 级 43

例（33.6%），Wagner4 级 85 例（66.4%），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治疗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 60.1±10.7 岁，以男性为主，男:女=93:35，溃疡发生部位足趾最多，依次为足

底、足背、足踝、足跟；Wagner4 级较 Wagner2、3 级多见间歇性跛行（37.6 vs. 11.5%, P＜

0.05），踝肱比（54.1 vs. 34.9%, P＜0.05）减低，足背动脉超声血流量（20.78±15.05 vs. 

20.78±15.05, P＜0.05）减少；空腹血糖（9.92±3.59 vs. 8.57±3.43, P＜0.05）、糖化血红蛋白

（9.32±2.15 vs. 8.53±1.68, P＜0.05）、尿微量白蛋白（221.95±371.45 vs. 33.68±45.48, P＜

0.05）明显升高，体重指数（24.41±3.29 vs. 26.34±4.32, P＜0.05）、胆固醇（3.83±0.76 vs. 

4.13±0.84, P＜ 0.05）、白蛋白降低（ 36.84±4.43 vs. 41.07±2.98, P＜ 0.05）、血红蛋白

（114.75±16.34 vs. 127.67±18.52, P＜0.05）明显降低；感染更重，更多见骨髓炎（70.6 vs. 

2.3%, P＜0.05）、革兰阴性杆菌（50.6 vs. 4.6%, P＜0.05）、铜绿假单胞菌（14.1 vs. 2.3%, P＜

0.05）、鲍曼不动杆菌感染（17.6 vs. 0%, P＜0.05）；截趾率（70.6 vs. 2.3%, P＜0.05）更高，

花费（ 26300±10097 vs. 22172±9162, P＜ 0.05）更多，治愈时间（月）（ 5.57±1.65 vs. 

3.09±1.25, P＜0.05）更长，治愈率（85.9 vs. 100%, P＜0.05）更低。 

结论  Wagner4 级患者较 Wagner2、3 级糖尿病病程更长，血糖控制更差，缺血程度及感染程度更

重，营养状况更差，多重耐药菌及特殊细菌感染更多，花费更大，预后更差，不同 Wagner 分级的

糖尿病足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有助于减少医疗费用，提高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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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9 

外科清创与抗生素联合治疗糖尿病足骨髓炎的回顾性分析 

 
王璐宁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骨髓炎治疗时外科清创范围及抗生素配合治疗疗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空军总医院住院，由笔者治愈的 13 例糖尿病足坏

疽（wagner3、4 级）足部治疗过程，13 例糖尿病足均波及趾骨、跖趾关节，根据患足骨髓炎是否

复发，分为未复发组（10 例）、复发组（3 例）。两组足创面每天或隔天清创、换药，部分辅助负

压吸引治疗，清创前后均静滴细菌培养提示的敏感抗生素抗感染，患者每 1-2 周复查炎性指标等，

每 2-3 周复查患足 x 片。创面愈合出院后随访一年了解患足骨髓炎的是否复发。t 检验对比两组患

者年龄、糖尿病病程、糖化血红蛋白、C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浆白蛋白、血沉、

患足侧 ABI 和 TBI、抗生素应用平均时间，x2检验比较两组入院前糖尿病足创面持续时间。 

结果  1)复发组与未复发组年龄、糖尿病病程、糖化血红蛋白、C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血红蛋

白、血浆白蛋白、血沉、患足侧 ABI 和 TBI、抗生素应用平均时间，两组间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两组入院前糖尿病足创面持续时间具有显著性差异。2)未复发组中创面皮下软组织感染为主，

无骨组织暴露，但足 x 片可见骨皮质吸收改变，行坏死软组织清创，抗生素治疗骨髓炎；创面上可

探及粗糙骨质，清创术去除明显死骨及周围软组织，未截趾。复发组 3 例中治疗初期均有足趾坏

疽，感染破坏跖趾关节，行截趾术。3）未复发组足部创面治疗后炎性指标下降快，复查足片 3 周

后可见骨密度增加、游离残存的细小骨渣吸收、骨重塑表现，去除死骨后抗生素应用至少 3 周，随

访 1 年无复发；复发组 1 例足部血供不佳，敏感抗生素应用 12 周，创面愈合 2 月后再次出现原创

面上窦道排脓，2 例足部血供可，但截趾术后 2 周皮缘对合，足 X 片尚未见骨密度增加，停抗生

素，创面愈合 1 月余出现原创面红肿、炎性指标升高。 

结论  创面周围良好的血供是抗生素可治愈骨髓炎的前提。糖尿病足急性骨髓炎，无骨质暴露时，

及时清除坏死软组织，联合软组织及骨质分布好的杀菌类抗生素，骨髓炎可能治愈，保趾成功几率

大；慢性骨髓炎时最好清除死骨，足趾能否保留根据对今后行走的影响。停抗生素的指征不仅在于

炎性指标正常，还要根据创面状况：无窦道存留，肉芽无水肿、上皮可覆盖，患足无疼痛、充血，

复查患足 x 片可显示骨密度增加，修复状态。创面持续时间长并波及骨质时，如死骨未完全清除，

抗生素应用时间不宜小于 2 周，骨髓炎有复发可能，患足如红肿、破溃，需要及时就诊。 

 
 

PU-0910 

常规注射胰岛素和胰岛素泵治疗的 1 型糖尿病儿童 

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钱莹 

天津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常规注射胰岛素和胰岛素泵治疗的 1 型糖尿病儿童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 1 型糖尿病儿童 60 例，患儿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

与胰岛素泵治疗组，选择同期在本院门诊咨询健康儿童 30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入组对象展开主观

生活质量问卷测评及父母养育方式测评，对比三组生活质量，评价总体满意度，分析 1 型糖尿病儿

童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结果  在生活质量方面，三组患儿家庭生活情况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常规治疗组患儿与泵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儿认知成分、心理状况、生活环境等对比差异显著（P＜0.05）；在总体满意度

方面，常规治疗组、泵治疗组、对照组总体满意度分别（132.1±18.5）、（147.3±22.1）、

（153.0±24.7），三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对照组患儿总体满意度最高，泵治疗组患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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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满意度次之，常规治疗组患儿总体满意度明显最低（P＜0.05）；在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方

面，展开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总体满意度、心理状况、认知成分作为因变量，父母教育方式作为自

变量，父亲情感温暖、关心理解以及治疗方式对患儿主观态度有非常大影响。 

结论  1 型糖尿病儿童生活质量相对较差，父亲情感温暖、胰岛素泵治疗等方式，对患儿生活质量

有明显改善。 

 
 

PU-0911 

益气解毒活络中药组分配伍对高糖高脂环境下 

人肾小球系膜细胞 PPAR-γmRNA 及蛋白表达的影响 
 

辛彩虹,旷劲松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益气解毒活络中药组分配伍对高糖高脂环境下人肾小球系膜细胞 PPAR-γ mRNA 及蛋白

表达影响，探讨益气解毒活络中药有效成分防治糖尿病肾病的可能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人肾小球系膜细胞株（GMC），分为正常对照组，高糖高脂模型组、中药组（第一

组、第二组、第三组），qRT-PCR 法检测各组 24、48h PPAR-γmRNA 的表达,WesternBlot 法检

测各组 24、48h PPAR-γ 蛋白活性的表达。 

结果  1.各组 24h、48h PPAR-γmRNA 表达比较：24h：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及中药配伍组均有显

著差异（P＜0.01）,与模型组比较各中药配伍组 PPAR-γ mRNA 表达均明显上升，且有显著差异

（P＜0.01）,各中药配伍组组间比较发现第一组 PPAR-γ mRNA 表达最高（P＜0.01） 。48h：与

正常组比较除去第一组未见明显差异（P＞0.05），模型组及其余各用药组均有显著差异（P＜

0.01）；与模型组比较各中药配伍组 PPAR-γ mRNA 表达均明显上升，且有显著差异（P＜

0.01）；各中药配伍组组间比较发现第一组 PPAR-γ mRNA 表达最高（P＜0.01）。正常组 24h、

48h 两时间点 PPAR-γ mRNA 表达未见显著差异（P＞0.05），模型组及第一、二、三组 48h 

PPAR-γ mRNA 表达显著高于 24h PPAR-γ mRNA 表达（P＜0.01）。2.各组 24h、48h PPAR-γ

蛋白表达比较：GMC 细胞 24h PPAR-γ 蛋白表达比较：模型对照组 PPAR-γ 蛋白低表达，各中药

配伍组均能够调高 PPAR-γ 的表达，各中药配伍组组间比较发现第一组调高 PPAR-γ 作用最显著。

GMC 细胞 48h PPAR-γ 蛋白表达比较：模型对照组 PPAR-γ 蛋白低表达，各中药配伍组均能够调

高 PPAR-γ 的表达，各中药配伍组组间比较发现第一组调高 PPAR-γ 作用最显著。 

结论  益气解毒活络中药有效成分可能是通过上调 PPAR-γ 表达水平的作用来保护受损的 GMC，从

而起到减缓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保护受损肾脏的作用。                

 
 

PU-0912 

不同分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甲状腺功能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高月,栗夏莲,邢晶晶,熊慧勤,郭小青,朱贝贝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分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甲状腺功能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方法  以 2017 年我院住院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 Mogensen 分期，分为Ⅲ期组

123 例、Ⅳ期组 60 例、Ⅴ期组 32 例，选取不合并糖尿病肾病的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 112 例为对

照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年龄、血压、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甲状腺功能、尿酸、肾小球滤

过率等），使用 SPSS19.0 进行分析。 

结果  非糖尿病肾病组、糖尿病肾病Ⅲ期组、糖尿病肾病Ⅳ期组、糖尿病肾病Ⅴ期组 FT3 为

4.86±0.82pmol/l、4.48±1.18 pmol/l、3.75±1.42 pmol/l、3.37±1.26 pmol/l，随着糖尿病肾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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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3 水平逐渐下降，糖尿病肾病Ⅳ期组和Ⅴ期组明显低于非糖尿病肾病组和肾病Ⅲ期组

（P<0.05），但糖尿病肾病Ⅳ期组和Ⅴ期组间、非糖尿病肾病组和糖尿病肾病Ⅲ期组间差异均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间 FT4 分别为 11.57±1.93 pmol/l、11.22±3.05 pmol/l、

10.96±4.32 pmol/l、10.74±3.97 pmol/l，  TSH 分别为 2.04±1.24μIU/ml、2.10±1.78μIU/ml、

2.43±2.38μIU/ml、2.55±2.21μIU/ml，FT4 随着糖尿病肾病加重逐渐下降，TSH 随着糖尿病肾病加

重逐渐上升，但四组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糖尿病肾病病情加重，四组间

年龄逐渐增加、病程逐渐延长、肾小球滤过率逐渐下降、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逐渐增加、尿酸逐

渐升高、肌酐逐渐升高（P<0.05）。Spearman 相关分析示 FT3 与肾小球滤过率呈正相关，与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年龄、病程、肌酐呈负相关，FT3 与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年龄、病程、肌

酐、肾小球滤过率相关系数分别是-0.253、-0.394、-0.360、-0.276、0.495（P<0.01）。四组间

TC、TG、 HDL、 LDL、收缩压、舒张压之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糖尿肾病患者 FT3 水平随着病情加重、年龄增大、病程延长、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增加、肌

酐升高、肾小球滤过率下降逐渐下降，且在糖尿病肾病晚期（Ⅳ期和Ⅴ期）出现显著下降，同时随

着糖尿病肾病病情加重 FT4 呈逐渐下降趋势，TSH 呈逐渐升高趋势，定期检测糖尿病肾病患者的

甲状腺功能有助于临床评估患者病情。 

 
 

PU-0913 

2 型糖尿病对骨代谢的影响 

 
徐爽,王蕊,杨博,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对骨代谢紊乱的影响。 

方法  测定 30 例健康对照者和 3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甲状旁腺激素、降钙素、血尿钙、磷、镁、

糖化血红蛋白、C 肽曲线下面积等指标。 

结果  （1）2 型糖尿病患者血甲状旁腺激素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降钙素水平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1），尿钙、镁排泄量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2）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与糖化

血红蛋白和尿钙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降钙素呈显著负相关（P<0.01）；（3）C 肽曲线下

面积与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呈负相关（P<0.01）。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明显钙、镁代谢异常和继发性甲状旁腺激素、降钙素改变，也是造成骨

质疏松的主要原因，这种变化在糖尿病早期更明显。 

 
 

PU-0914 

40 岁以上 LADA 患者 β 细胞功能影响因素的临床探讨 

 
杨昕,陈若然,于浩,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各因素与胰岛功能指标间相关性的分析，探讨 LADA 患者胰岛功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  以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以性别、年龄、病程及糖化血红蛋白为配对条件，收集我院住院 40

岁以上 LADA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腰围、体质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糖化血红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抗体、胰岛素细胞抗体、胰岛素抗体、谷氨酸

脱羧酶抗体等与胰岛素抵抗指数、空腹胰岛素分泌指数、C 肽早、晚时相分泌指数等指标，以

Logistic 回归方程研究各参数与胰岛功能各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  男性 LADA 与女性 LADA 患者及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腰围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女

性 LADA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间有腰围的非常显著差异（p <0.01）；BMI、血脂、HOMA-IR、AUC0

－30、AUC30-120 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HOMA-β 在男性两组间无差异，但男性 LADA 组与女性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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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之间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 <0.01）。男性 LADA 患者中仅 HOMA-IR 受 BMI 和 HDL-C 影响，

女性 LADA 患者 HOMA-IR 的影响因素是性别，而 HOMA-β 的影响因素是 IAA 和性别。 

结论  不同因素对男性和女性 LADA 患者的胰岛功能存在影响，应予区别对待，以保护胰岛功能并

能更好地治疗糖尿病。 

 
 

PU-0915 

非侵袭性皮肤牵张闭合器在糖尿病足创面修复中的应用 

 
王良宸,杨彩哲,王晨蕊,陈红梅,张妲,陈莹,李娟,肖黎,王璐宁,朱迪 

空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非侵袭性皮肤牵张闭合器在糖尿病足坏疽行截趾术或清创术后在创面修复过程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  采取 1:2 配对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共纳入 51 例 Wanger4 级

糖尿病足坏疽并行截趾术或清创术的患者，配比条件为创面面积，创面深度，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观察时间为术后第 1 天至创面愈合或术后 3 个月。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和负压封闭引流治

疗，待肉芽组织覆盖暴露骨质残端、肉芽组织新鲜、创周无红肿热痛、创面内无脓性分泌物，在治

疗组应用非侵袭性皮肤牵张闭合器，在对照组应用常规换药。对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相关临床指

标、患足 ABI、患足足背动脉血流量、创面泛耐药菌感染、创面愈合时间、最后一次负压封闭引流

结束至创面愈合的时间及术后三个月创面愈合率等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利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

析比较两组随时间变化的愈合率。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糖尿病和足病病程、吸烟史，以及其他慢性病患病率等方面没有统

计学差异。临床指标中两组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清白蛋白（Alb）、

血红蛋白（Hb）、C 反应蛋白（CRP）、患足 ABI、多重耐药菌感染比例等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治疗组 3 个月创面愈合率为 94.1%显著高于对照组 58.8%（P＜0.05）；两组的 Kaplan-Meier

时间愈合曲线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的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42(41-59)

比 78(50-90) 天，Z=3.30，P＜0.01]。以最后一次负压封闭引流结束为时间起始点，两组的

Kaplan-Meier 时间愈合曲线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的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对

照组[13(8-14)比 42(26-42)天，Z=4.845，P＜0.01 ]。 

结论  糖尿病足坏疽患者术后在创面修复期应用非侵袭性皮肤牵张闭合器可以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提高创面愈合率。该技术具有操作简单、双向牵张、可逆调节、无创闭合等特点，其在糖尿病足坏

疽术后应用适应症为创面感染得到控制，肉芽组织覆盖暴露骨质，肉芽组织新鲜，创面宽度＜

2.5cm，应用闭合器后创面内无死腔。 

 
 

PU-0916 

MiR-320 在高血糖相关血管并发症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高静,王晨菲,李晓岚,王敏哲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高血糖与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发现 microRNA 通过表观遗传

学机制参与高血糖相关血管并发症。本研究通过建立高糖细胞模型，观察 miR-320 在糖尿病高血

糖相关的血管病变中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其具体机制进行探讨。 

方法  从细胞水平观察持续性高糖对 miR-320 及其下游靶蛋白表达的影响。将人脐静脉皮细胞

（HUVEC）分别分为两组，第一组为正常浓度葡萄糖组，细胞在葡萄糖浓度为 5.5mmol/L 培养基

中培养 7 天；第二组持续暴露在高糖环境中，葡萄糖维持在 30mmol/L，培养 7 天。检测各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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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中 miR-320、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纤维连接蛋白（FN）、内皮素-1（ET-1）的

mRNA 表达水平。采用 MTT 技术检测 HUVEC 细胞的增殖情况。 

结果  高糖处理组（30mmol/L）细胞较对照组细胞中 miR-320 的表达水平显著下调，而 ET-1、

VEGF 和 FN 的 mRNA 表达水平显著上升。高糖处理组（30mmol/L）细胞较对照组细胞中 ET-

1、VEGF 和 FN 的蛋白表达水平均上升。在 72h 和 96h，高糖处理组（30mmol/L）相较对照组

（30mmol/L）细胞增殖活力显著增加。 

结论  持续高血糖通过下调 miR-320 引起 ET-1、VEGF 和 FN 的蛋白表达增加，从而促进糖尿病血

管并发症的进展。 

 
 

PU-0917 

2 型糖尿病患者不同血脂水平下胰岛 α 细胞功能的相关临床分析 

 
李雯,朱海伟,陈若然,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诊断为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血脂与血糖、胰高血糖素等指标的关系进行分

析，依此探究不同血脂状态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 α 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纳入沈阳军区总医院内分泌科住院并诊断为 2 型糖尿病的患者 1016 名。入选患者均

行糖耐量试验，收集空腹状态及糖负荷后 30 分钟、60 分钟、120 分钟、180 分钟共 5 个时间点的

血糖、胰高血糖素水平。依据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

脂蛋白（HDL）进行分组，对血糖、胰高血糖素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在血脂异常组空腹、糖负荷后 30 分钟、60 分钟、120 分钟、180 分钟血糖和胰高血糖素水

平较非血脂异常组升高（P 均<0.05）。TC 异常组空腹以及糖负荷后 30 分钟、60 分钟、120 分

钟、180 分钟血糖和胰高血糖素水平较非 TC 异常组明显升高（P<0.05）。TG 异常组空腹以及糖

负荷后 30 分钟、60 分钟、120 分钟、180 分钟血糖和胰高血糖素水平均高于非 TG 异常组

（P<0.05）。对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与血脂各项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在校正了年龄、性

别、BMI、糖化血红蛋白等因素后，胰高血糖素是 TG 异常 [OR：1.003（95%CI，1.001-

1.005），P<0.05]和 TC 异常[OR：1.004（95%CI，1.002-1.006），P<0.05]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与血脂正常的患者相比，血脂异常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和胰高血糖素水平明显升高。

与 TG 和/或 TC 正常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相比，合并血浆 TG 和/或 TC 异常的患者的血糖和胰高血糖

素的水平较高。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胰高血糖素水平是 TG 和 TC 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胰

高血糖素水平的升高，其异常的风险显著增加。 

 
 

PU-0918 

健康管理模式在老年 2 型糖尿病骨质疏松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童慧昕,杨昕,陈若然,林淼,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健康管理模式在老年 2 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病人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连续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80 例诊断明确的 2 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的老

年患者（65 岁≤年龄≤75 岁），分为治疗组（单纯药物治疗）和观察组(药物治疗期间进行健康管理

宣教)，两组治疗方案相同；健康管理宣教包括：服务式健康干预，进行健康评估，制定个性化干

预方案，每两周进行 1 次电话随访，每月进行 1 次健康知识教育讲座，包括服药指导、功能锻炼指

导及饮食指导等，同时进行健康咨询及骨质疏松相关防治资料的发放。进行为期 12 个月的对照研

究，分别于入组时与治疗 12 个月结束时，计算体重指数、骨密度、测定 N 端骨钙素、I 型胶原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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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端延长肽、25-羟维生素 D、β 胶原降解产物、空腹血糖、血钙等指标；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测定第 2～4 腰椎体、双侧髋部骨密度；并比较两组病人新发骨折发生率。 

结果  治疗 12 个月后，两组血糖指标、I 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骨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P>0．05)。观察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降低的幅

度高于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腰 2-4 椎体、双侧髋部骨密度升高的幅度高

于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 N 端骨钙素、I 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升高的幅

度，高于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骨折发生率低于治疗组，但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健康管理模式在老年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的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

开展个体化的健康教育，使病人对疾病有了正确的认识，帮助人们学到保持或恢复健康的知识，养

成健康的行为，降低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使老年人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从而提高生活质

量。健康管理模式增强了患者的依从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保障了治疗的有效性与持续性。 

 
 

PU-0919 

护理风险与危机管理预警 

 
孙秀丽,赵伟,李恪,杨崴,李晓东,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医疗护理风险无处不在”已成为医疗界的共识。现代医院护理管理者应正确识别、评估、防

范、规避、分散和解救危机,防患于未然,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现仅就临床护理工作中

发生护理危机的原因及防范谈一些体会。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1）给予患者最快的有效救治（；2）加强巡视与监护，保证第一时

间发现异常并立即抢救；（3）急诊区安排经验丰富的骨干护士，积极避免风险发生。观察组在常

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急诊护理危机管理：（1）加强医护人员的危机意识（；2）成立危机管理责任

组，具体分工安排；（3）陪护责任到人，给予患者及家属心理指导和安慰，消除负面情绪；（4）

完善和严格执行相关护理管理制度，实施服务评比活动，了解患者满意度。（5）进行形象管理，

在媒体和大众面前展现医院良好形象。 

结果  对照两组患者急诊效果对比。实施危机管理后，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 

结论  实施危机管理后，观察组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1）。3.不良事件以及护理纠纷发生率。对照组治疗期间出现不良事件 11 例（12.22%）、

护理纠纷 7 例（7.78%），观察组不良事件 3 例（3.33%）、护理纠纷 1 例（1.11%），观察组不

良事件、护理纠纷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x2=4.9570、x2=4.7093，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U-0920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肾病肾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刘君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检测 2 型糖尿病患者不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控制水平，了解其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

(UAER)与肾小球滤过率(GFR),分析不同 HbA1c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肾脏损伤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2 月一 2017 年 11 月在辽阳糖尿病医院四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的 2 型糖尿病和糖

尿病肾病患者的临床数据和资料，共 198 例纳入本次分析。所有的研究对象均采集人口学信息,测

量身高、体重、血压等;检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血肌酐、血尿酸、血尿素氮及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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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UAER 等指标。使用简化 MDRD(肾病膳食改良试验 )公式计算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

(e GFR,ml/(min·1.73 ㎡))。根据 UAER 的检测结果将患者进行分组,分为单纯糖尿病组(UAER<20 

μg/min,n=52) 、 微量蛋白 尿组 (UAER 20~300 μg/min,n=89) 和 临床蛋白 尿 组 (UAER>300 

μg/min,n=57)三个组,分析比较三组之间 HbA1c 水平的变化,并分析探讨 HbA1c 水平与 UAER 及与

e GFR 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根据 e GFR 水平的不同将患者划分为三组,分别为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组

(e GFR<90.00ml/(min·1.73 ㎡ )) 、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正 常 组 (90.00ml/(min·1.73

㎡)≤e GFR≤140.00ml/(min·1.73 ㎡))和肾小球滤过率升高组(e GFR>140.00ml/(min·1.73 ㎡))。数

值变量资料组间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分类变量资料组间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HbA1c 控制水平及其

他因素与 UAER 值、e GFR 值的关系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 

结果  微量蛋白尿组 HbA1c 水平较单纯糖尿病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临床蛋白尿组中 HbA1c

水平较微量蛋白尿组明显升高(p<0.05),UAER 水平逐渐升高,而 eGFR 水平逐渐下降,组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01);HbA1c 水平升高与 UAER 呈正相关(r=0.413 p<0.05,r=0.389 p<0.05),而

HbA1c 水平与 eGFR 呈明显负相关(r=-0.576 p<0.05,r=-0.304 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和糖尿病肾病患者中,HbA1c 控制不良将增加糖尿病患者肾功能受损的危险性。2

型糖尿病病人 HbA1c 水平的升高,对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肾脏功能的损害的诊治及评估评价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PU-0921 

血清中 IGF-1、TNF-α 和 VEGF165 表达水平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陈娟,高鹏霞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 IGF-1）、肿瘤坏死因子-α

（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 TNF-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65（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的表达水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本院住院已确诊为糖尿病患者 136 例（病例组），其中糖

尿病不伴有视网膜病变组 61 例、糖尿病伴有非增殖期视网膜病变组 47 例、糖尿病伴增殖期视网膜

病变组 28 例，同时选择同期体检的健康人 115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根据眼底照相和眼底荧光造影

判断视网膜病变的严重程度。检测所有受试者的体质指数、空腹血糖、HbA1c、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

定法分别检测血清中 IGF-1、TNF-α 及 VEGF165 的浓度。 

结果  病例组患者的血清中 IGF-1、TNF-α、VEGF165 的表达量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均 P < 

0.05）。随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病情加重，血清中 IGF-1、TNF-α、VEGF165 的表达水平

也随之增加。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IGF-1 与 TNF-α、TNF-α 和 VEGF165、IGF-1 和

VEGF165 均呈正相关（P <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IGF-1、TNF-α 和 VEGF165 是 DR

的危险因素（OR 值为 1.032、1.507 和 1.241，P < 0.05）。IGF-1、TNF-α 和 VEGF165 联合检测

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和诊断准确率均高于 IGF-1、TNF-α 和 VEGF165 单独诊断效果（曲线下面

积分别为 0.980、0.942、0.903、0.878，P < 0.05）。 

结论  血清中 IGF-1、TNF-α 和 VEGF165 的表达水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病情严重程度有关，

IGF-1、TNF-α 和 VEGF165 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断优于 IGF-1、TNF-α 和 VEGF165

单一指标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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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2 

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补充维生素 D 可升高 HDL-C 水平 

 
崔雯霞,胡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维生素 D 缺乏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目前有研究表明低血清 25（OH）D

水平与高甘油三酯（TG）、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有

关。本研究拟探讨补充维生素 D 对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血脂的影响。 

方法  我院老年科就诊的≥60 岁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124 例，根据血清 25(OH) D 水平分为维生素 D

充足组（25(OH) D ≥30ng/mL）60 例和维生素 D 非充足组（25(OH) D＜30ng/mL）64 例。检测肝

肾功能、血脂、25(OH) D 等，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间血脂水平。对维生素 D 非充足组 64

人进行维生素 D（骨化三醇 0.25ug qd，碳酸钙 D3 600mg qd）补充治疗 6 个月。对两组患者，六

月后均再次复查血清 25(OH)D、血脂。两组前后定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   维生素 D 充足组 60 人，平均年龄（72.95±12.97）岁，平均血清 25（OH）D 水平

（35.56±6.14）ng/ml。维生素 D 非充足组 64 人，平均年龄（76.33±12.44）岁，平均血 25

（OH）D 水平（15.68±6.34）ng/ml。维生素 D 充足组血 TG 水平显著低于非充足组（1.17±0.78 

VS 1.77±1.37）mmol/L，P=0.007。HDL-C 则显著高于非充足组（1.38±0.51 VS 1.01±0.36）

mmol/L，P=0.000。两组基线年龄、BMI、ALT、AST、Cr、TC、LCL-C、FBG、HbA1c 他汀类药

物使用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维生素 D 非充足组补充治疗后平均血 25（OH）

D 水平从 15.68±6.34ng/ml 升至 24.37±8.93ng/ml（P=0.000），20%的受试者血 25（OH）D 水平

达到正常（≥30ng/mL），维生素 D 缺乏者（＜20ng/mL）所占比例从 73%降至 36%，维生素 D

营养状况构成比得到了明显改善。受试者补充治疗后平均血 HDL-C 水平从 1.01±0.36mmol/L 升至

1.15±0.45mmol/L（P=0.002），血 HDL-C≥1.04mmol/L 者所占比例从 33%升至 52%（P＜

0.05）。 

结论  低维生素 D 水平与低 HDL-C 相关，对于维生素 D 非充足的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补充骨化三

醇、碳酸钙 D3 安全有效。补充维生素 D 可显著提升血 HDL-C 水平。 

 
 

PU-0923 

2 型糖尿病酮症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与血红蛋白等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陈玉 1,高雪娟 1,张芳 1,阮凌玉 1,范译丹 1,范源 2 

1.云南中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酮症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血红蛋白等指标的相关性。回顾性分析 91 例 2 型

糖尿病酮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酮症组)，另选取同期收治的 2 型糖尿病无酮症患者 88 例( 非酮症

组)，对比两组患者相关指标的差异，并分析其与酮症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的关系，探讨 2 型糖尿病

酮症与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血红蛋白的关系，旨在为 2 型糖尿病酮症的临床诊断和病情

评估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搜集 2015 年-2017 年在云南省中医医院内分泌科的住院患者，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179 例

患者进行调查，根据尿酮是否阳性分为酮症组与非酮症组，分别分析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

指数、病程、血常规、糖三联。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讨论 2 型糖尿病酮症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血

红蛋白等相关指标的关系。 

结果  通过统计学分析，本研究的 179 例患者中，酮症组共 91 例，其中男性 60 例，女性 31 例，

病程( 6.99±6.37) 年。非酮症组共 88 例，其中男性 34 例，女性 54 例，病程(10.03±7.73) 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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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年龄比较：酮症组>非酮症组。2、两组间 BMI 比较：酮症组>非酮症组。3、两组间糖化血

红蛋白比较：酮症组>非酮症组。4、两组间血红蛋白比较：酮症组>非酮症组。5、两组间白细胞

比较：酮症组>非酮症组。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糖化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可能是影响酮症发

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 2 型糖尿病酮症患者中，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患者依从性

较差及对糖尿病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相比，2 型糖尿病酮症患者的白细胞明显

增高，提示酮症患者更容易发生感染；2 型糖尿病酮症患者的血红蛋白升高更明显，可能由于发生

糖尿病酮症时出现恶心、呕吐、多尿等代谢紊乱的症状使机体脱水量增多，血液出现反应性浓缩，

故见血红蛋白升高。综上所述，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而言，定期检测糖三联、血常规，有助于预防

糖尿病酮症的发生、发展。 

 
 

PU-0924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 Humanin 水平分析 

 
马宇航,魏小辉,黄倩芳,黄婧婧,赖梦宇,彭永德,王育璠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测定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和正常糖耐量孕妇(NGT)血清 Humanin、糖脂代谢及甲状腺功

能水平，探讨血清 Humanin 水平与孕期各项代谢相关指标的关系。 

方法  纳入 2012 年 4 月-2014 年 12 月于我院门诊就诊的孕 24-28 周孕妇 157 例。收集患者一般资

料：年龄、身高、体重等；予 75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和胰岛素释放试验，根据患者

75gOGTT 结果分为 GDM 组（84 人）和 NGT 组（73 人）。同时测定受试者血清 Humanin、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 1（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3（IGF-BP3）、甲状腺功能(FT3、FT4、

TSH)及血脂(TCH、TG、LDL、HDL)水平，计算 HOMA-β 和 HOMA-IR 指数。 

结果  (1)与 NGT 组相比：GDM 组体重、BMI、TG、空腹血糖、餐后一小时血糖、餐后两小时血

糖、空腹胰岛素、餐后两小时胰岛素、IGF-1、IGF-BP3 和 HOMA-IR 水平较高（体重 P＜0.05，

余 P＜0.01），HDL-C、FT3、FT4 和血清 humanin 水平较低(P＜0.01).；(2)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

humanin 水平与 GDM 的患病风险 (r = -0.304, P＜0.001)、体重(r = -0.203, P=0.028) 、BMI(r = -

0.226, P=0.024) 、TG (r = -0.158, P=0.050)、空腹血糖(r = -0.209, P=0.009)、餐后一小时血糖 (r 

= -0.258, P=0.001)、餐后两小时血糖 (r = -0.232, P=0.004)、空腹胰岛素(r = -0.212, P=0.009) 和 

HOMA-IR (r = -0.246, P=0.002)呈明显负相关，而与 FT3(r = 0.302, P＜0.001)、FT4(r = 0.214, P

＜0.001)呈明显正相关(3)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矫正年龄、体重和血脂情况后血清 Humanin

水平是 GDM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odds ratio (OR) 1.00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03-

1.010]。 

结论  GDM 患者血清 Humanin 水平下降，且血清 Humanin 水平与 GDM 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 

 
 

PU-0925 

甘油三酯联合空腹血糖在普通人群中筛查糖尿病 

 
程嘉渝 1,李玉凤 2,张秀英 1,张放 1,周翔海 1,纪立农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北京平谷区医院 

 

目的  空腹血糖是在普通人群中筛查糖尿病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采用空腹血糖和口服葡萄糖耐量

试验（OGTT）2 小时血糖诊断糖尿病存在不一致性，根据不同的切点采用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的

敏感性大约为 81.5％-94.0％，特异性大约为 81.0％-83.0％。在糖耐量正常、糖耐量异常以及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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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群中，都可以观察到甘油三酯水平与血糖水平成正相关。本研究旨在评价甘油三酯联合空腹血

糖在普通人群中筛查糖尿病的价值以及最佳诊断切点。 

方法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我们在北京平谷区采用两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普通人群中

进行了糖尿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4002 名 26 岁至 76 岁的常住居民参与了调查。

我们排除已诊断糖尿病者 409 人，3593 名研究对象的调查资料纳入本研究。按照 2010 年 ADA 糖

尿病诊断标准，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eceiver Operation Curve, ROC）下面积和重新

分类净指数（Net Reclassification Index，NRI）方法评价在空腹血糖基础上加用甘油三酯能否提

高在普通人群中筛查糖尿病的效果。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将甘油三酯与空腹血糖联合形成空腹血

糖-甘油三酯联合预测因子。采用约登指数确定空腹血糖、甘油三酯及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联合预测

因子筛查糖尿病的最佳切点。 

结果  单独采用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26[95%可信区间（95%CI）0.910-

0.943]，最佳切点为 6.11mmol/L，在此切点上，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4.8％和 85.9％；与单独

采用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相比，采用甘油三酯联合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无明显

增加[0.927(95％CI 0.910-0.943），联合预测因子 L（联合）[L（联合）=空腹血糖 +0.032x 甘油三酯]的最

佳切点为 6.21mmol/L，在此切点上，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联合预测因子筛查糖尿病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为 84.3％和 86.0％；在采用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的基础上加用甘油三酯后，NRI=0.0027

（P=0.374）。 

结论  在北京平谷区普通人群中，用甘油三酯筛查糖尿病的效果较差；在空腹血糖的基础上加用甘

油三酯筛查糖尿病，不能进一步提高糖尿病的筛查效果；在本研究人群中，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的

最佳切点为 6.11mmol/L。 

 
 

PU-0926 

全院血糖管理新模式 

在冠脉搭桥术围手术期患者血糖管理的应用与研究 

 
郭夏,葛焕琦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探讨全院血糖管理新模式在冠脉搭桥术围手术期患者血糖管理应用效果的评估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心外科住院行冠脉搭桥术糖尿病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 2 组

（A 组与 B 组）。A 组采用全院血糖管理新模式进行围手术期血糖管理即内分泌科医生为主导，心

外科医生、护士、营养科、检验科、药剂科等为辅助共同组建全院血糖管理小组，内分泌科医生通

过院内血糖监测系统从医生工作站浏览到冠脉搭桥术围手术期高血糖患者的血糖情况进行主动会诊

联合心外科医生提请会诊两种方式相结合，全院血糖管理小组综合管理的新模式进行冠脉搭桥术围

手术期血糖管理的患者 40 人为 A 组（男患者 27 名，女患者 13 名，年龄均为 35-75 岁之间），心

外科医生进行会诊申请后内分泌科医生再进行会诊模式为传统会诊模式进行进行冠脉搭桥术围手术

期血糖管理的患者 40 人为 B 组（男患者 25 名，女患者 15 名，年龄均为 35-75 岁之间）。 

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分布、年龄、入院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体重指数、肝肾功能、血脂水平、平

均住院天数均无统计学差异，除外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脑出血、外周血管严重狭窄合并症。

观察两组患者满意度水平、出院平均血糖、出院 3 个月、6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冠状动脉搭桥

血管再狭窄率。结论：A 组患者满意度 95%，出院平均血糖 7.9±1.5mmol/l、出院 3 个月糖化血红

蛋白水平 7.18±0.59%、6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6.94±0.47%、冠状动脉搭桥血管再狭窄率

2.5%。B 组患者满意度 75%，出院平均血糖 9.9±1.95mmol/l、出院 3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8.24±1.32%、6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8.05±1.11%、冠状动脉搭桥血管再狭窄率 5%。两组患者

比较，A 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 B 组，出院平均血糖、出院 3 个月、6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冠

状动脉搭桥血管再狭窄率均低于 B 组患者。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MHsDRYRGTChfD-cJa8utX9bO7J4avT_5IIgPjPWZJvsy-k9-buRj8ixMDMaAzJga3QHdI4A6YB5V8f7fFvEMDxsRFsr5n3wooM-M0BI9iK&wd=&eqid=ea7f294000023681000000025b0bbc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MHsDRYRGTChfD-cJa8utX9bO7J4avT_5IIgPjPWZJvsy-k9-buRj8ixMDMaAzJga3QHdI4A6YB5V8f7fFvEMDxsRFsr5n3wooM-M0BI9iK&wd=&eqid=ea7f294000023681000000025b0bbc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MHsDRYRGTChfD-cJa8utX9bO7J4avT_5IIgPjPWZJvsy-k9-buRj8ixMDMaAzJga3QHdI4A6YB5V8f7fFvEMDxsRFsr5n3wooM-M0BI9iK&wd=&eqid=ea7f294000023681000000025b0bbc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MHsDRYRGTChfD-cJa8utX9bO7J4avT_5IIgPjPWZJvsy-k9-buRj8ixMDMaAzJga3QHdI4A6YB5V8f7fFvEMDxsRFsr5n3wooM-M0BI9iK&wd=&eqid=ea7f294000023681000000025b0bbc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MHsDRYRGTChfD-cJa8utX9bO7J4avT_5IIgPjPWZJvsy-k9-buRj8ixMDMaAzJga3QHdI4A6YB5V8f7fFvEMDxsRFsr5n3wooM-M0BI9iK&wd=&eqid=ea7f294000023681000000025b0bbc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MHsDRYRGTChfD-cJa8utX9bO7J4avT_5IIgPjPWZJvsy-k9-buRj8ixMDMaAzJga3QHdI4A6YB5V8f7fFvEMDxsRFsr5n3wooM-M0BI9iK&wd=&eqid=ea7f294000023681000000025b0bb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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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内分泌科医生为主导，心外科医生、护士、营养科、检验科、药剂科等为辅助共同组建全院

血糖管理小组，内分泌科医生通过院内血糖监测系统从医生工作站浏览到冠脉搭桥术围手术期高血

糖患者的血糖情况进行主动会诊联合心外科医生提请会诊两种方式相结合，全院血糖管理小组综合

管理的新模式较传统被动会诊模式更加提高血糖达标率、患者满意度，对于血糖管理的获益可以持

续到患者出院后 6 个月或更长时间。 

 
 

PU-0927 

北京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患者管理现况调查分析 

 
彭文龙,马立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回顾性调查分析 2017 年北京市某社区门诊就诊糖尿病病人控制管理现状，通过与国内外社

区的现况对比，了解目前所调查社区在糖尿病管理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与

整改。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 2017 年 1 月——12 月于北京市某社区门诊就诊的糖尿病患者共计

604 例，其中男性 278 人，女性 326 人。患者年龄最小 33 岁，最大 93 岁。通过慢病管理系统查

询患者的慢病档案建立情况。通过就诊系统及慢病管理系统收集患者基本信息及就诊情况。通过电

话随访了解患者过往 1 年血糖自我检测情况、低血糖次数、健康体检情况、运动、饮食、用药规律

性等情况，通过 Epidate 建立数据库，依据 2013CDS 糖尿病防治指南，通过 Excel2013、

SPSS24 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统计糖尿病规范化管理率以及在那些方面存在欠缺。 

结果  604 例患者中建立糖尿病慢病档案的共计 153 人，建档率为 25.33%。604 例患者中预留联系

方式的共计 342 人，因患者更换电话号码、号码预留错误等原因失访 43 人。共计电话随访 299 例

患者。电话随访患者整体空腹血糖达标率为 49.83%； 餐后血糖达标率为 58.19%；糖化血红蛋白

达标率为 38.13%；规律自我血糖监测率为 26.76%；低血糖发生率 17.01%；规律药物治疗患者占

比 95.99%；每周进行≥3 天活动的比例为 90.30%，其中能够每天进行规律活动患者占 60.54%；

荤素搭配饮食比例占 77.59%，偏荤饮食占 6.69%，偏素食饮食习惯患者占 15.72%；所在社区每

月在院内进行 3-4 次慢病知识讲座，每年下社区进行慢病讲座 4-5 次。 

结论  目前所调查社区在糖尿病患者饮食、健康教育、体育锻炼、用药规律性等方面管理良好。但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达标率偏低，有待提高。随访患者低血糖发生率较高，在今后治疗过

程中注意个体化控制差异。糖尿病患者慢病档案建档率、规律自我血糖自测率低，与国外发达国家

及国内平均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在后续糖尿病管理中应着重加强。 

 
 

PU-0928 

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 

不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时空腹及餐后血糖贡献度研究 

 
严仍娜,苏晓飞,李凤飞,周佩华,徐小华,王洁,张颖,马建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新诊断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不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时，空腹及餐后血糖的贡

献度。 

方法  选择 2012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新诊断 T2DM 患者 200 例，运用动态血糖

监测系统(CGMS)评估空腹和餐后血糖对 HbA1c 的贡献度。按 HbA1c 水平进行五分位分组， 24 h

血糖大于 5.6 mmol/L 的曲线下面积(AUC)定义为高血糖曲线下总面积(AUCtotal)，24 h 血糖高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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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前血糖的定义为餐后血糖曲线下面积(AUCPPG)。餐后血糖对总体高血糖的贡献度为 AUCPPG/ 

AUCtotal  ́100%，空腹血糖贡献度为(AUCtotal - AUCPPG)/ AUCtotal  ́100%。 

结果   患者 HbA1c 水平五分位分组分别为：组 1（7.1~7.8%） , 组 2（7.9~8.7%） , 组 3

（8.8~9.4%）, 组 4（9.5~10.5%）, 组 5（10.6~14.6%）；相应空腹血糖曲线下面积：2.02±1.66, 

2.89±1.84, 3.29±1.49, 4.61±1.88, 5.56±1.99 ； 贡 献 度 ： 44.98±26.42%, 56.05±22.99%, 

58.58±17.71%, 63.29±17.86%, 67.34±14.58%。餐后血糖曲线下面积：1.92±1.14, 1.87±0.96, 

2.33±1.17, 2.43±1.16, 2.67±1.19 ；贡献度： 55.02±26.42%, 43.95±22.99%, 41.42±17.71%, 

36.71±17.86%, 32.66±14.58%。组 1、2 空腹血糖与餐后血糖对 HbA1c 的贡献度相似；组 3、4、

5，空腹血糖的贡献度显著高于餐后血糖的贡献度(P<0.01)。将空腹和餐后血糖对 HbA1c 的贡献百

分比分别作一条对数趋势线，HbA1c=7.5%时，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对 HbA1c 的贡献度均为

50%。 

结论  HbA1c>7%的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中，HbA1c<8.8%时空腹血糖与餐后血糖对 HbA1c 的贡

献度相似；HbA1c≥8.8%时，空腹血糖对 HbA1c 的贡献度大于餐后血糖；HbA1c=7.5%时空腹血糖

及餐后血糖对 HbA1c 的贡献度相同。 

 
 

PU-0929 

Fam134b 基因在糖尿病夏科氏关节病发病中的作用的初步探讨 

 
洪东喜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在糖尿病夏科氏关节病病人中寻找 Fam134b 基因突变及探讨其在糖尿病夏科氏关节病发病

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糖尿病夏科氏关节病、无周围神经病变的 2 型糖尿病两组病人，入选病人均收集基本资

料，完善糖基化血红蛋白、肌酐、血脂等生化指标，行感觉阈值检测、神经传导速度检测评估神经

病变程度，行下肢动脉彩超、ABI 了解下肢血管病变情况，踝关节 X 线、踝关节 MR 及增强了解患

者下肢骨关节病变情况。两组病人均空腹采集 EDTA-K2 抗凝静脉全血标本约 2ml，送至北京六合

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运用一代测序检测 Fam134b 基因的第 5 号外显子、第 7 号外

显子及 6 个文献报道的 HSANⅡb 致病突变。 

结果  共收取糖尿病夏科氏关节病病人 15 例，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4 人，年龄 37-80 岁（平均年

龄 54.9），HbA1c 9.1±2.7% ， TCSS 评分 5.1±2.4 ，患侧 ABI 1.118±0.241 ，健侧 ABI 

1.110±0.274，白细胞 12.47±5.08×109/L，白蛋白 27.98±6.83g/L。共收取无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的 2 型糖尿病病人 15 人，其中男性 7 人，女性 8 人，年龄 30-85 岁（平均年龄 58.3），HbA1c 

9.4±2.8% ， TCSS 评 分 0 ， 左 侧 ABI 1.050±0.078 ， 右 侧 ABI 1.086±0.071 ， 白 细 胞

7.73±3.16×109/L，白蛋白 36.23±6.73g/L。其中两组间 TCSS 评分、白细胞、白蛋白指标均有明

显的统计学差异。DCN 组 15 个病人中，有 1 人（1/15，6.7%）检测出第 5 外显子同义突变

（T>C），有 12 人（12/15，80.0%）检测出第 7 外显子同义突变（c.816C>T），6 个文献报道的

HSANⅡb 致病突变均未检测到。DM 组 15 个病人中，未检测出第 5 外显子同义突变（T>C），有

10 人（10/15，66.7%）检测出第 7 外显子同义突变（c.816C>T），6 个文献报道的 HSANⅡb 致

病突变均未检测到。 

结论  本研究未发现糖尿病夏科氏关节病病人存在 Fam134b 基因的致病突变，但存在较高频率的

同义突变，这是否与糖尿病夏科氏关节病发病相关需要在人群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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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0 

暴发性 1 型糖尿病 9 例临床特点分析 

 
赵思童,臧丽,杨国庆,谷伟军,杜锦,王先令,郭清华,杨丽娟,吕朝晖,巴建明,窦京涛,母义明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总结暴发性 1 型糖尿病（FT1DM）的临床特点，提高对 FT1DM 的认识，减少误诊误治。 

方法  收集并分析 2012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解放军总医院收治并确诊的 9 例 FT1DM 患者（男性

5 例，女性 4 例）临床资料，总结 FT1DM 的发病特点及临床特征。 

结果  （1）成年起病：9 例患者起病年龄为 22-48 岁；（2）起病急、病程短：9 例患者中除 1 例

病程为 20d 外，其他 8 例病程均为 1 周左右；（3）前驱感染：9 例患者中 6 例有上感病史；（4）

临床表现复杂多变：4 例以酮症酸中毒起病，3 例被误诊为急性胰腺炎，仅有 1 人未出现恶心、呕

吐，4 例伴有腹痛症状，7 例有多饮多尿症状；（5）血糖水平显著升高：21.3-59.64 mmol/L；糖

化血红蛋白基本正常： 5.7-7.3%；FCP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最高者仅 0.23ng/ml（ 1.1-

4.4ng/ml）；（6）伴有多器官受累：5 例患者血清肌酐升高（121.0-350.2 mmol/L）；4 例血淀粉

酶升高（179.1-774.0 U/L）；（7）血气分析表现为酸中毒：8 例动脉血 pH 值降低（7.13-

7.34）；7 例总 C02 值降低（4.2-12.7 mmol/L）；9 例患者 GAD 抗体、胰岛素自身抗体均为阴

性；（8）9 例患者胰腺影像学表现均无明显异常；（9）治疗：9 例患者均采用了小剂量胰岛素静

脉滴注，病情平稳后行胰岛素泵或基础+餐食胰岛素强化治疗；3 例疑诊胰腺炎的患者给予了禁

食、抑制胰酶分泌治疗。 

结论  FT1DM 成年起病、进展迅速、预后较差；临床表现复杂多变，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者应

注意与胰腺炎进行鉴别。由于胰岛功能破坏严重，对胰岛素高度依赖，其长期治疗主要选择持续皮

下输注胰岛素或基础+餐时胰岛素强化治疗，以减轻血糖波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U-0931 

2 型糖尿病伴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清 IGF-1 水平及相关性研究 

 
王晨雪 1,2,张萍 1,2 

1.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IGF-1 及胰岛素抵抗在 2 型糖尿病合并或不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中的变化，并

研究血清 IGF-1 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以提供治疗新思路。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确诊为 2 型糖尿病

（根据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患者，年龄为 23 岁-86 岁之间的病例 166 例。记录入组患

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主要观察指标包括肝脏影像学结果、空腹 IGF-1 水

平、空腹血糖（FBG）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C 肽（C-peptide）、空腹血胰岛素

（FINS）、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脂四项：甘油三脂

（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HOMA-IR=FBG×FINS/22.5。 

结果  血清 IGF-1 水平在糖尿病合并 NAFLD 组水平低于单纯糖尿病组，其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这提示随着肝脏组织学严重程度增加，血清 IGF-1 水平减低。血清 IGF-1 水平与

BMI、TC、TG、LDL-C、FPG、HOMA-IR 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性别、年龄、血红蛋白等无明显相

关。将 IGF-1 水平作为因变量，BMI、空腹血糖、胆固醇、甘油三酯、HOMA-IR 作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得出 HOMA-IR 是 IGF-1 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1、T2DM 合并 NAFLD 组患者血清 IGF-1 水平更低，其糖脂代谢异常和胰岛素抵抗更严重，

且随着肝脏病变程度加重，血清 IGF-1 水平越低。2、血清 IGF-1 水平与患者 BMI 值和胰岛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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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提示与肥胖有关的胰岛素抵抗与 IGF-1 水平有关，且胰岛素抵抗是血清 IGF-1

的独立影响因素。 

 
 

PU-0932 

胰岛素泵强化治疗糖尿病磺脲类药物失效 

 
王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对比短期应用胰岛素泵与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对 2 型糖尿病磺脲类药物继发性失效的影响。 

方法  磺脲类药物继发性失效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19 例，2015 年 2 月—2017 年１月于我科住院治

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19 例，诊断符合 1999 年 WHO 诊断标准，均有长期服用磺脲类药物史，入

院时血糖控制欠佳,均无糖尿病急性并发症。患者随机分成 2 组，泵治疗组 60 例，注射治疗组 59

例，2 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分为胰岛素泵治疗组和胰岛素多次皮下注射治疗组，泵治疗组给予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短效胰岛素加餐前追加短效胰岛素；2 周后改为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注射

治疗组 3 餐前注射短效胰岛素和睡前注射中效胰岛素。观察 2 组治疗期间血糖水平、血糖达标时

间、胰岛素用量、低血糖发生率以及治疗 3 个月后糖化血红蛋白和胰岛素用量。 

结果  泵治疗组和注射治疗组血糖水平、血糖达标时间、胰岛素用量、低血糖发生率差别均有统计

学意义（P <0.01）；3 个月后糖化血红蛋白和胰岛素用量差别仍有统计学意义。泵治疗组血糖达

标率为 92%，注射治疗组血糖达标率为 63%。②两组低血糖反应发生比较：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

未出现严重低血糖，多为血糖监测发现的无明显自觉症状的低血糖，但泵治疗组低血糖反应发生次

数显著少于注射治疗组（8 次和 19 次，P <0.01）。③三月后疗效比较： 治疗三个月后，泵治疗

组 HbA1c显著低于注射治疗组［（6.3±1.9）%和（7.4±2.1）%, t =2.075, P <0.05］,胰岛素用量显

著少于注射治疗组［（33.6±5.8）U／d 和（47.4±7.2）U／d ,t =7.823, P <0.05］。 

结论  短期应用胰岛素泵治疗 2 型糖尿病磺脲类药物继发性失效的临床疗效较好，并且具有较好的

中长期效果。 

 
 

PU-0933 

PTH、VitD3 与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陈丹,张静 

湖北省新华医院 

 

目的  评估血清甲状旁腺激素（PTH）、25-羟维生素 D3[25（OH）D3]水平与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

相关性。 

方法  选取自 2013 年 2 月至 2013 年 6 月住院，符合 WHO 诊断标准的 198 例 T2DM 患者，测定

血清 PTH、25（OH）D3 以及 HbA1c、血脂、血清钙、C 肽等指标。大血管病变的评价指标采用

颈动脉彩超测定颈动脉斑块。 

结果  （1）2 型糖尿病 25（OH）D3 缺乏的患病率为 63.64%（125/198）。（2）PTH 升高组与

PTH 正常组相比，两组间仅血清 25（OH）D3 水平有统计学差异（41.45±3.77 比 57.55±5.19，P

＜0.05）。（3）糖尿病大血管病变与 PTH、病史、血 Ca 浓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1.84、

7.05、1.65（P＜0.05）；与餐后 2 小时 C 肽负相关，相关系数为-2.04（P＜0.05）。（4）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提示年龄、纤维蛋白原、血 Ca 浓度与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独立相关，标准系数分别是

2.23、2.19、1.8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 25（OH）D3 缺乏较常见，PTH 水平与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正相关，但并不

是独立相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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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4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治疗单位体重剂量、 

基础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付俊博,丛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泵强化降糖时其单位体重胰岛素剂量及基础胰岛素比例及其

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之间收入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患有 2

型糖尿病的患者共 236 例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对其进行胰岛素泵强化降糖治疗，治疗期间监测每

日七次血糖值作为胰岛素治疗效果及剂量调整的依据。观察患者在血糖水平达标时其单位体重胰岛

素剂量、基础与三餐胰岛素剂量总和之间的比例及其与患者体重指数、病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

血糖、餐后 2 小时与空腹 C 肽比、是否联用二甲双胍等因素的关系。 

结果  本次研究对象共计 236 例，其中男女比例为 1.46:1；平均年龄为（47.68±12.90）岁；平均

病程为（4.89±4.16）年；平均 HbA1c 值为（10.188±1.871）mmol/L，胰岛素泵治疗期间口服二

甲双胍的患者比例为 34.43％；患者的血糖值达到治疗标准时，单位体重胰岛素剂量为

（0.519±0.118）U/kg；基础胰岛素比例为（0.457±0.04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示：糖化血红蛋

白、空腹血糖、是否联用二甲双胍为单位体重胰岛素剂量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糖化血红蛋白、空

腹血糖水平与其呈正相关，二甲双胍的联用与其呈负相关。而针对基础胰岛素与三餐前大剂量总和

之比，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病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水平、餐后 2 小时与空腹 C

肽比、联用二甲双胍为其独立影响因素。其中，病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水平与其呈正相

关，而餐后 2 小时与空腹 C 肽比、联用二甲双胍与其呈负相关。 

结论  对于使用胰岛素泵进行强化降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其治疗起始时设置的胰岛素剂量可参考

单位体重胰岛素剂量为 0.5U/kg，同时应考虑患者上泵前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情况及上泵期间

是否联用二甲双胍口服降糖，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及空腹血糖较高的患者应适当增加其单位体重胰岛

素剂量，对于联用二甲双胍的患者则可适当减少其单位体重胰岛素剂量。其基础及三餐大剂量总和

比例可参考 45％：55％，同时也应参考其病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与空腹 C

肽比、是否联用二甲双胍等因素。对于病程较长、糖化血红蛋白及空腹血糖较高的患者应适当增加

其基础胰岛素所占比例，而对于餐后 2 小时与空腹 C 肽比值较高或已联合使用二甲双胍降糖的患

者则应适当降低其基础胰岛素比例，反之亦然。 

 
 

PU-0935 

沙格列汀在胰岛素联合两种以上口服降糖药物 

血糖控制不佳的 2 型糖尿病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张静,段微 

湖北省新华医院 

 

目的  观察沙格列汀在经胰岛素联合两种以上口服降糖药物治疗血糖仍控制不佳的 2 型糖尿病

（T2DM）患者中的药物疗效，安全性及血糖波动研究，为临床治疗提供可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256 例 T2DM 经

胰岛素并联合两种以上口服降糖药物治疗后血糖控制仍未达标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配为试验

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在原有降糖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沙格列汀治疗后再进行胰岛素剂量调整，对照

组在原有降糖药物治疗基础上仅调整胰岛素的剂量，观察 12 周，所有患者均在入院时以及治疗 12

周时行 72 小时动态血糖监测，检测治疗前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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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血糖（2 h PG）、肝肾功能、体重指数（BMI）及腰臀比（WHR），记录治疗前后动态血糖监

测的日内血糖平均波动幅度（MAGE）及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MODD），观察并记录低血糖事

件，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 t 检验和 χ2 检验。 

结果  12 周后两组 FPG、2hPG、HbA1c 较治疗前皆有明显下降（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 2hPG、HbA1c 较对照组下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 BMI 与治疗前比

较及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 WHR 较对照组显著改善（P<0.05）；两组

MAGE 及 MODD 均有下降，但试验组较对照组 MAGE、MODD 下降更明显，试验组低血糖事件明

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沙格列汀与胰岛素、二甲双胍、阿卡波糖及吡格列酮联合应用具有稳态降糖、不增加体重和

减少低血糖风险等作用。 

 
 

PU-0936 

mTORC2 / PKC 通路维持胰岛 β 细胞 

对代谢应激的代偿性胰岛素分泌功能 

 
崔灿琦,谢运,顾燕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胰岛细胞在代谢压力下（如高糖、高脂饮食）的功能补偿是 2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的关键环

节。本研究为探索雷帕霉素理论性靶点蛋白复合体 2（mTORC2）是否参与在高脂喂养条件下胰岛

细胞的功能代偿及调控的分子信号改变机制。 

方法  对 β 细胞特异性敲除的 Rictor 小鼠经短期高脂喂养后的表现进行分析。 

4 周龄的 βRicKO 小鼠及对照小鼠进行 4 周的高脂喂养后，在第 8 周行经腹糖耐量、胰岛素耐量及

胰岛素释放试验，明确其糖代谢表型。继而从免疫荧光、免疫蛋白印迹等方面研究不同组别

mTORC2 通路激活情况，并对各组小鼠的胰岛形态学、功能学等方面研究了解胰岛细胞代偿能力

的变化情况，体外实验中，使用 Min6 细胞系和培养的原代小鼠胰岛中应用腺病毒介导的过表达和

慢病毒-ShRNA 介导的敲减蛋白进而分析 β 细胞胰岛素分泌和电生理学特征。 

结果  高脂喂养初期胰岛细胞内 mTORC2 信号通路被激活，PKC、pAKT-S473 表达上升。同时可

通过提高胰岛素总的分泌量代偿外界代谢压力。敲除 Rictor 将导致胰岛这种代偿功能丧失。

βRicKO 小鼠与对照小鼠相比，呈现明显的葡萄糖耐受不良和血浆胰岛素水平降低。β 细胞质量不

变。对照胰岛中，使用高脂刺激或棕榈酸酯刺激增强葡萄糖诱导的胰岛素分泌（GIIS）和 PMA

（佛波醇 12-肉豆蔻酸酯 13-乙酸酯）诱导的胰岛素分泌。但在 βRicKO 的胰岛中并不能提高胰岛

素分泌功能。βRicKO 胰岛原代细胞的葡萄糖诱导的 Ca2 +内流未发生下降，但膜电容增量与对照

组比降低。 

通过过表达特异性位点持续磷酸化 PKCα-T638D 补充 PKCα 在 βRicKO 胰岛中的蛋白表达，可以

恢复 βRicKO 胰岛在葡萄糖诱导的胰岛素分泌和 PMA（佛波醇 12-肉豆蔻酸酯 13-乙酸酯）诱导的

胰岛素的分泌功能缺陷。 

结论  mTORC2 / Rictor 通路通过其下游特异性 PKCα-T638D 的磷酸化调节营养超载压力下 β 细胞

代偿性葡萄糖诱导的胰岛素分泌。 

mTORC2/PKC 通路依赖的胰岛素分泌水平显著提高，可能是高脂短期喂养胰岛 β 细胞功能代偿的

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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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7 

短期使用抗生素扰乱糖尿病鼠肠道微生态干扰胆固醇代谢 

 
邱轶轩,付丽红,顾燕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肠道共生菌与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表

明，肠道菌群通过其代谢产物胆汁酸，短链脂肪酸等参与宿主代谢调控。抗生素广泛应用于临床治

疗中，多项研究证实运用抗生素对机体即时及远期的代谢状况影响不一。为了探究抗生素对机体代

谢的影响，以及参与其中的肠道菌群对宿主代谢调节的机制，本研究将利用瘦素受体敲除的肥胖糖

尿病小鼠模型 db/db，以抗生素进行干预，研究肠道共生菌调节宿主代谢的相关机制。 

方法  将 db/db 小鼠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进行为期 12 天的多种抗生素（氨苄西林，新

霉素，链霉素和强力霉素）联用处理，对照组不使用抗生素，然后停用抗生素，继续观察 24 天；

实验期间定期监测体重、血糖；质谱检测血、粪胆汁酸及短链脂肪酸含量；16S rRNA 测序鉴定肠

道共生菌群；RT-PCR，蛋白印迹法检测宿主基因变化。 

结果  1、抗生素可改善 db 小鼠体重和血糖，但停用 24 天后代谢获益消失，体重增长率、血和肝

脏的总胆固醇水平反而高于对照组。2、抗生素可改变小鼠肠道菌群，虽然停用 24 天后肠道菌群大

部分接近对照组水平，但其中 Rikenellaceae 科丰度持续下降。3、血粪中结合胆汁酸在抗生素干

预时显著升高，撤去抗生素后大都恢复，唯牛磺结合型胆汁酸，尤其是牛磺 β 鼠胆酸比例仍持续高

于对照组；粪丙酸和戊酸在撤去抗生素后低于对照组。4、小鼠表型和粪胆汁酸，短链脂肪酸以及

肠道共生菌丰度之间的相关性具有很好的传递性。5、短期应用抗生素撤药后，糖尿病小鼠肝脏胆

固醇外排及胆汁酸合成低于对照组，导致肝脏胆固醇积聚，关键调控基因与 Rikenellaceae 丰度改

变显著正相关。 

结论  本研究发现并阐明了短期使用抗生素可长期影响糖尿病小鼠的肠道共生菌，进而影响宿主代

谢的相关机制；并明确了该机制可能与肠道共生菌的代谢产物胆汁酸，短链脂肪酸有关。 

 
 

PU-0938 

初发 2 型糖尿病胰岛素原 

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 相关性初步研究 

 
徐怿琳,孙敏,魏晨敏,桑苗苗,胡羽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丧失和 β 细胞数量的损失均伴随着内质网

应激，但人体内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检测内质网应激指标，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FGF-21）和

胰岛素原（PI）水平被认为与应激相关，因此我们初步比较初诊 2 型糖尿病和对照组外周血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 21、胰岛素原水平、胰岛素原比胰岛素比值（PI/I）及胰岛素原比 C 肽比值（PI/C）

的差异，及其与糖尿病患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分别收集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 37 例和正常对照 40 例，收集病历资料并记录人体测量学

指标，检测生化指标，空腹血浆葡萄糖和空腹胰岛素和 C 肽，以及血浆 FGF-21 和 PI 的浓度。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受试者的空腹血浆 FGF-21 和 PI 浓度均显著增加（FGF21: 36.02

（33.70，38.40）VS. 23.38（15.46，30.67）， P<0.05；PI: 116.28（65.50，263.16）VS. 

42.13（17.44，102.44）, P<0.05）。将 PI 和 FGF21 按照三分位数分为三组，PI 每增加一分位数

发生糖尿病风险增加至 4.45 倍；而 FGF21 每增加一分位数发生糖尿病风险增加 18.85 倍

（P<0.001）。相关性分析显示，FGF21 与 P、PI/I 及 PI/C 均有相关性。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

血浆 FGF-21 和 PI/C 水平与糖化血红蛋白呈正相关。增加纳入 HOMA-IR 和 HOMA-β 进多元回归

分析后，FGF21、PI/I 和 PI/C 均与 HOMA-β 有较强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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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初诊糖尿病患者 FGF21 和胰岛素原水平显著高于对照人群，提示在发生严重糖尿病前胰岛 β

细胞可能已经处于应激状态。FGF21 和胰岛素原可能是评估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一种指标，联合

FGF21 和胰岛素原可能更好的预测糖尿病的发生。 

 
 

PU-0939 

前列地尔对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介入诊治后 

对比剂肾病预防作用的研究 

 
蒋竹奕,刘丹,杨川,王川,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1.探究标准水化联合使用前列地尔脂微球载体制剂（Lipo-PGE1）治疗方案是否较单纯标准

水化治疗方案能更有效减少 CIN 的发生； 

2.探究血胱抑素 C（ScysC）、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

（NGAL）是否对对比剂肾病（CIN）有早期预测作用。 

方法  纳入自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分泌科因糖尿病下肢动脉病

变行下肢动脉造影或下肢动脉腔内治疗的患者，确认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后，采用

SPSS22.0 生成随机数表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和基本检查项目。对照组患者在

围手术期接受标准水化方案（术前 12 小时起始按 1.5ml/kg/h 速度静脉滴注 0.9%生理盐水，持续

至术后 12 小时）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围手术期在标准水化治疗方案治疗基础上联合 Lipo-PGE1

（术前 30 分钟起予 Lipo-PGE1 按 2ng/kg/min 速度静脉输注，共持续 6 小时，手术次日起每日静

脉注射 20μg，共 5 天）治疗。术前和术后 1、3、6 天分别检测 Scr、ScysC，部分患者延长观察

术后 9 天 Scr、ScysC；留取术前、术后 8h 清洁中段尿标本离心后取上清液-80℃存储，检测尿

NGAL。采用 SPSS22.0 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对照组患者 CIN 发生率为 14.81%，治疗组患者 CIN 发生率为 0%，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41），治疗组 CIN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2.标准水化联合使用 Lipo-PGE1 治疗方案较单

纯标准水化治疗方案能对接受下肢动脉造影或下肢动脉腔内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肾小球滤过功能、肾

小管功能有更好的保护作用；3.使用对比剂后第 1 天 ScysC 的降幅不足、eGFR 的升幅不足可能对

CIN 的发生有一定的提示作用；4.使用对比剂后 8 小时尿 NGAL 可能可作为预测 CIN 的指标，以及

启用 CIN 补救措施的指征；5.对发生 CIN 的患者，需延长观察时限以保证其肾脏安全性。 

结论  标准水化联合使用 Lipo-PGE1 治疗方案较单纯标准水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接受下肢动脉造

影或下肢动脉腔内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中 CIN 的发生。 

 
 

PU-0940 

雌激素相关受体特异性反向激动剂对缺氧、 

无血清及高糖诱导 MSCs 凋亡的影响 

 
谢志君,杨光昕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雌激素相关受体 α（estrogen-related receptor α，ERRα）的特异性反向激动剂 XCT790

对无血清、缺氧及高糖诱导的 C57BL/6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凋亡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MSCs 分为正常培养对照组（正常条件下培养）和 0、5、10、20 μmol/L XCT790 干预组

（在 3％ O2、无血清、25 mmol/L 葡萄糖浓度条件下培养），以流式细胞仪 Annexin V/7-AAD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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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法检测各组在缺氧、缺营养、高葡萄糖条件下的凋亡率；Western blot 检测 B 淋巴细胞瘤-2 （B-

cell lymphoma-2，Bcl-2）和 bax 蛋白表达水平,并计算其比值。 

结果  缺氧、无血清及高糖诱导 24 h 后，不同剂量 XCT790 干预组的凋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呈显

著剂量依赖性。Western blot 显示，前凋亡蛋白 Bax 的表达在不同剂量 XCT790 干预组较对照组显

著升高，而凋亡蛋白 Bcl-2 表达显著降低，以及 Bcl-2/Bax 比值显著降低，且呈显著剂量依赖性。 

结论   缺氧、无血清及高糖诱导下，拮抗 ERRα 可以使 MSCs 的凋亡率和 Bcl-2/Bax 比例明显降

低，提示 ERRα 在细胞耐受凋亡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保护作用。 

 
 

PU-0941 

血清脂肪因子 Apelin 与妊娠期糖尿病关系的研究 

 
靳瑾,罗荔,王敏哲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detes mellitus，GDM)与许多不良妊娠结局有关。早期诊断治疗

可以改善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apelin 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样蛋白 J 受体(APJ 受体)的内源性配体，

研究显示肥胖伴胰岛素抵抗、高血糖时脂肪细胞 apelin mRNA 表达和血浆 apelin 水平升高，

apelin 还可抑制高血糖刺激的胰岛素水平的增加。apelin 在脂肪组织和胎盘均有表达，它是否在妊

娠期糖尿病的发病中发挥作用，此方面的报道少见。本研究通过比较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和正常孕妇

血清 apelin 水平，了解其与孕妇血糖、胰岛素抵抗等指标的关系，探讨 apelin 对妊娠期糖尿病发

病的影响。 

方法  收集年龄 20-40 岁孕妇 89 例孕妇，分为：(1)正常对照组(A 组)(n=25)；(2)GDM 组(n=33)。

GDM 组人选标准采用 2011 年 1 月美国糖尿病协会最新发布的 GDM 诊断指南(即 75 g 糖耐量实

验：空腹血糖低于 5.1mmol/L，负荷后 l h 血糖低于 10.0 mmol/L，负荷后 2 h 血糖低于 8.5 

mmol/L，其中任意 1 项异常即可诊断为 GDM，且无其他合并症(如甲状腺功能异常等)。实验中需

排除孕前糖尿病的患者，标准同样参照 2011 年 1 月美国糖尿病协会最新发布的 GDM 诊断指南，

即空腹血糖>7．0 mmol/L 或糖化血红蛋白>6.5％、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Y)负荷后 2 h 血糖≥11.1 mmol／L、或随机血糖≥11.1 mmol／L。且伴有糖尿病典型症状

者，即可判断孕前就患有糖尿病。 

结果  妊娠期糖尿病组血清 apelin(347±65.8)ng/L，正常妊娠组 apelin (254±35.7)ng/L；GDM 组血

清 apelin 水平明显高于 NGT 组(P＜0.01)； 分析结果显示， 空腹血清 apelin 与 FINS、HOMA-

IR、体重增加值呈正相关（P＜0.05）。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 apelin 水平升高，可能参与了妊娠期糖尿病病理性胰岛素抵抗的发

生。 

 
 

PU-0942 

肌少症对 2 型糖尿病的影响及其相关性 

 
陈成,张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中肌少症及其与全身脂肪百分比、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肌

酐等代谢危险因素的影响及其相关性。 

方法  收集了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的患者 453

例（男性 258 例，女性 195 例），年龄 17-86 岁，平均 59.86±12.01 岁。研究对象均进行体检，

完成血生化、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及身体成分( 美国 Hologic 公司，ASY-00409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检查。所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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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均符合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根据 2014 年肌少症亚洲工作组共识报告提出

的四肢肌肉指数为参照指标［四肢肌量( kg) /身高 2 ( m2 ) ］（relative skeletal muscle mass 

index，RASM），男性＜ 7. 0kg/ m2、女性＜ 5. 4 kg /m2。将研究对象分为肌少症组及非肌少症

组。 

结果  肌少症组的患病人数为 92 人，患病率为 20.31%。其中女性 18 人（9.23%），男性 74 人

（28.68%）。肌少症组相比非肌少症组，年龄更大（63.33±12.40 岁 vs59.29±11.87 岁），有更低

的股骨颈 BMD（0.659±0.151 vs 0 .717±0.134）、全髋 BMD（0.817±0.159vs0 .874±0.142）、

体重（ 59.20±8.99kg vs67.67±11.55kg）、腰围（ 84.90±7.45cm vs90.92±10.49cm ）、BMI

（22.15±2.39 kg /m2  vs25.73±3.07 kg /m2）（P 均＜ 0. 05）。以 RASM 为因变量行逐步多元线

性回归，RASM 与体重、BMI、肌酐呈正相关（R 方为 0.875，系数值分别为 0.022，0.211，

0.001，P 均＜ 0. 05），RASM 与年龄、全身脂肪百分比呈负相关（R 方为 0.875，系数值别为-

0.008，-0.114，P 均＜ 0. 05）。以肌少症为因变量行多元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危险因素有男

性、全身脂肪百分比、脂肪肝，保护因素有 BMI（P 均 ＜ 0. 05）。 

结论  2 型糖尿病中，高龄、男性、高全身脂肪百分比、脂肪肝的患者易合并肌少症，同时伴有低

体重、低 BMI、低腰围、低肌酐及股骨颈、全髋 BMD 的减少。 

 
 

PU-0943 

地特胰岛素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的疗效观察 

 
罗荔,张洁,王敏哲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老年糖尿病患者由于生理机能衰退，肾排泄率下降，药物代谢减慢，容易在体内蓄积而发生

低血糖，在临床实践中往往未给予及时的胰岛素治疗，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低血

糖反应，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以无症状低血糖为主，而严重的低血糖反应是造成糖尿病患者死亡的

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老年患者选择药物时要考虑药物安全性，尽量避免低血糖发生，减少血糖波

动。血糖监测是反映糖尿病患者病情控制、指导治疗的重要指标。目前临床上所用的动态血糖监测

系统(CGMS)能够观察到 24 h 血糖波动曲线(包括睡眠期间不需要唤醒情况下)，在血糖监测和指导

糖尿病治疗中能够发挥良好作用，能准确发现夜间无症状性低血糖和餐后高血糖状态持续时间。 

方法  选择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59 例，符合纳排标准，对入选患者进行糖尿病饮

食及运动教育，给予阿卡波糖片(拜糖平) 50 mg，每日 3 次，餐时嚼服。将入选患者分为 2 组：A

组 29 例，给予地特胰岛素(诺和平)，每日 1 次，睡前皮下注射；B 组 32 例，给予 30R(诺和灵

30R)，每日 2 次，早晚餐前 20 分钟皮下注射。治疗目标：以空腹血糖( FPG) 7.0 ～8.0 mmol/L，

早餐后 2 h 血糖 9.0 ～11 mmol/L 为达标。观察项目：体重指数(BMI) ，生化指标，结束时对所有

患者行至少 72 小时动态血糖监测进行评价。两组病人的一般情况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 

结果  根据血糖情况比较，A 组平均空腹血糖值低于 B 组，存在显著性差异；两组平均早餐后、午

餐后、晚餐后血糖比较，发现 B 组均高于 A 组，但无显著性差异。两组低血糖发生率比较，

CGMS 记录夜间血糖≤3.9 mmol /L，时间百分比，A 组明显少于 B 组。用地特胰岛素联合拜糖平降

糖治疗，与诺和灵 30R 联合拜糖平降糖效果相比，空腹血糖控制较平稳，血糖波动性减低，表现

为 24 小时血糖曲线平稳，夜间低血糖发生率明显降低，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既安全又有效。

CGMS 监测能够较详细描述患者治疗后全天血糖波动情况，显示各时点血糖谱，对于老年 2 型糖

尿病患者夜间低血糖的发生情况给予有效的检测，在糖尿病胰岛素治疗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

用。 

结论  地特胰岛素联合拜糖平降糖治疗，空腹血糖控制较平稳，血糖波动性减低，表现为 24 小时血

糖曲线平稳，夜间低血糖发生率明显降低，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既安全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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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4 

初诊 2 型糖尿病病人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张洁,王思瑶,王敏哲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估计，现在全球共有超过 3 亿的糖尿病患者，新发布的中国糖尿病发病

率数据提示全球三分之一的糖尿病人来自中国。中国糖尿病发病率属于亚洲最高的国家之一，绝对

数是全世界最大。目前糖尿病的病因主要为胰岛素分泌障碍、胰岛素抵抗、胰高血糖素分泌失调及

其他因素，胰高血糖素（glucagon）是与胰岛素的作用相拮抗，也是维持血糖稳态的关键性条件激

素。血糖浓度是负反馈调节胰高血糖素分泌的主要因素。本文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胰高血糖素与胰

岛素抵抗的关系 

方法  取我院和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86 例，男 54 例，女 32 例；年龄 40-65 岁；体质指数 20-

32kg/m2，符合 1999 年 WHO 提出的糖尿病诊断标准，均为新诊断未治疗者。正常对照组 20 例，

均为健康体检者。2 组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匹配。所有受试者均禁食 8h，早晨 7:00 行口服 75 g

葡萄糖耐量试验，分别于 0、30、60、120 min 取静脉血。测定血糖、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糖化

血红蛋白、血糖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胰岛素、胰高血糖素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稳态模

型评价胰岛素抵抗(HOMA-IR )=空腹血糖(FPG) x 空腹胰岛素(FINS)/22.50。 

结果  ①糖尿病组 30（14.53±8.17）ng/mu、60（11.98±6.61）ng/mu、120 min（8.56±6.36）

ng/mu 胰高血糖素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 或 P<0.01)。②糖尿病组稳态型评价旋岛

素抵杭(HOMA-IR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 )。③HOMA-IR 与空腹胰岛素、葡萄糖耐量试验

60min 后胰高血糖素及胰高血糖素/胰岛素水平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64、0.61、0.79，P< 0.05 或

P<0.01 )。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胰高血糖素升高，胰高血糖素可能是胰腺细胞对胰岛素抵抗的标志。 

 
 

PU-0945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研究进展 

 
杨嫚,向宪文 

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损害肾脏发生病理改变出现的肾小球硬

化症，是糖尿病最主要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糖尿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是终末期肾衰竭的首

要原因。中医学虽无糖尿病肾病这一病名，但文献记载消渴病所出现的尿浊、水肿、胀满、肾消等

症与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表现十分相似，属于中医学消渴病继发的“水肿”、“尿浊”、“肾劳”、“关格”或

“肾消病”等范畴。禀赋不足、饮食不节、劳欲太过、情志失调为本病的基本病因。西医在控制血

糖、血压、血脂等基础治疗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尚不能有效控制糖尿病肾病的进展，终末期治疗

又会增加患者经济负担、降低其生存质量。中医药在改善临床症状、减少尿蛋白、保护肾功能、延

缓病情发展等方面取得很好疗效。现将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病临床研究进展概述如下，以期

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综述，理论研究。 

结果  已发表文献证明中医药对于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较好。 

结论  中成药虽用于治疗糖尿病肾病，长期临床实践，疗效明确，但其作用机制仍需逐步完善。存

在普遍问题的是研究设计尚不够严谨，临床病例样本量相对较少，缺乏多中心、随机双盲试验，低

水平重复，疗效不能准确评价，药物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通过总结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

病临床研究进展，为今后研究确立了更好方向。要将现代科技手段与中医药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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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评价疗效； 并要进行严谨的科研设计，遵循随机对照双盲等原则，提高可比性和可信度；

加强高效方药筛选和有效成分提取，研制开发出真实有效的新药，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PU-0946 

2 型糖尿病患者红细胞分布宽度与血糖控制之间的关系 

 
尹雅琪,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红细胞分布宽度（RDW）是反映红细胞体积异质性的参数。有研究报道，RDW 与 2 型糖尿

病（T2D）发病率及其并发症相关。然而，相关研究的报道结果并不一致，且鲜有人关注 T2D 人

群中 RDW 与血糖控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本项研究利用 REACTION 数据，对 40 岁以上 T2D 患

者 RDW 水平与血糖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于北京市古城、金顶街及老山社区。2011 年底至 2012 年初共计 19443 人参与

现场问卷调查，其中 9778 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查。在排除未患糖尿病，重要信息缺失，患

有可能影响 RDW 的疾病，如癌症、病毒性肝炎等及 3 个月内使用类固醇激素的研究对象后，最终

研究人群为 1298 人。根据中国糖尿病学会（CDS）提出的最佳血糖控制目标，血糖控制良好定义

为空腹血糖（FPG） 4.4-7.0 mmol/L，餐后两小时血糖（2-h PG）≤10 mmol/L 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7.0％；血糖控制不佳定义为 FPG > 7.0 mmol/L，2-h PG> 11.1 mmol mmol/L，

HbA1c≥7.0％。据此，1298 名研究对象中的 145 人归入血糖控制良好组，557 人归入血糖控制不

佳组。研究利用 logistic 回归，经年龄、性别、糖尿病家族史等指标校正，对 T2D 患者 RDW 与血

糖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结果  血糖控制良好组和血糖控制不佳组 RDW 水平分别为 14.12±0.67％和 13.95±0.52％（P 

<0.001）。根据 RDW 水平，将总人群按照四分位法分为 Q1-Q4 组。随着 RDW 的增大，男性比

例变小，平均年龄增大。与 RDW 较低的人群相比，RDW 较高人群的 FPG 和 2-h PG 水平往往较

低（P <0.01），HbA1c 水平也呈下降趋势（P=0.087）。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T2D 患者

RDW 水平与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Q1 组与 Q4 组比较，OR 值及 95％置信区

间（95％CI）为 0.5（0.3-0.8）。校正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MI），糖尿病家族史，吸

烟、饮酒状况，高血压等因素后，相关性进一步增强，OR（95％CI）：0.3（0.2-0.7）。 交互分

析结果显示，该关联仅限于具有较低 BMI 或/和血脂水平的 T2D 人群。 

结论  RDW 水平较高的 T2D 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显著降低。RDW 指标可能有助于 T2D 患者

血糖控制不佳风险的评估。 

 
 

PU-0947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外周血 25-羟维生素 D3 

与 CD4+调节性 T 细胞的变化及其意义 

 
秦宏超,张真稳,朱妍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目的  检测２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外周血 25-羟维生素 D3[25-(OH)D3]和 CD4+调节性 T 细胞

(Treg 细胞)的变化，探讨其与２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关系。 

方法  收集 58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 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和电生理检查，将患者分为糖尿病合并周

围神经病变组（46 例） 和非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12 例），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２型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组和正常对照组外周血 25-(OH)D3水平，流式细胞仪检测 CD4+Treg 细胞变化。比较

２组患者血清 25-(OH)D3和 CD4+Treg 水平，分析两组间的差异及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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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较非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患者 25-(OH)D3水平[(92.83±22.57)nmol／L]，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组血清 25-(OH)D3 水平[(43.70±12.27)nmol／L]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患者外周血 CD4+Treg 细胞百分比(2.66％±0.31％)明显降低，与正常对照组

(4.06％±0．52％)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２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外周血

25-(OH)D3与 CD4+Treg 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r=0．817，P<0．01)。 

结论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外周血 25-(OH)D3 水平及 CD4+Treg 细胞比例明显降低，25-

(OH)D3 或通过上调 CD4+Treg 比例影响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发展，外源性维生素 D 有可能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 

 
 

PU-0948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合并 POEMS 综合征一例 

 
侯伟华,朱妍,张真稳,王艳,陈晖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目的  作者报道一例，患者男，53 岁，因血糖升高七月，下肢麻木、疼痛一月住入我院，诊断“2 型

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视网膜病变及肾病”，后检查患者同时存在 M 蛋白、脾大、胸水、腹水、

性欲减退、皮肤色素沉着、血小板增多等，考虑患者存在多系统损害，诊断合并 “POEMS 综合

征”。 2 型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及 POEMS 综合征均可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病变，当患者表现为多

发周围神经损害伴多系统损害时，应考虑患者合并其他少见病如 POEMS 综合征可能，防止误诊漏

诊少见病，以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方法  作者报道一例，患者男，53 岁，因血糖升高七月，下肢麻木、疼痛一月住入我院，诊断“2 型

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视网膜病变及肾病”，后检查患者同时存在 M 蛋白、脾大、胸水、腹水、

性欲减退、皮肤色素沉着、血小板增多等，考虑患者存在多系统损害，诊断合并 “POEMS 综合

征”。 2 型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及 POEMS 综合征均可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病变，当患者表现为多

发周围神经损害伴多系统损害时，应考虑患者合并其他少见病如 POEMS 综合征可能，防止误诊漏

诊少见病，以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结果  作者报道一例，患者男，53 岁，因血糖升高七月，下肢麻木、疼痛一月住入我院，诊断“2 型

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视网膜病变及肾病”，后检查患者同时存在 M 蛋白、脾大、胸水、腹水、

性欲减退、皮肤色素沉着、血小板增多等，考虑患者存在多系统损害，诊断合并 “POEMS 综合

征”。 2 型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及 POEMS 综合征均可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病变，当患者表现为多

发周围神经损害伴多系统损害时，应考虑患者合并其他少见病如 POEMS 综合征可能，防止误诊漏

诊少见病，以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结论  作者报道一例，患者男，53 岁，因血糖升高七月，下肢麻木、疼痛一月住入我院，诊断“2 型

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视网膜病变及肾病”，后检查患者同时存在 M 蛋白、脾大、胸水、腹水、

性欲减退、皮肤色素沉着、血小板增多等，考虑患者存在多系统损害，诊断合并 “POEMS 综合

征”。 2 型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及 POEMS 综合征均可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病变，当患者表现为多

发周围神经损害伴多系统损害时，应考虑患者合并其他少见病如 POEMS 综合征可能，防止误诊漏

诊少见病，以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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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9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患者调节性 T 细胞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陆志峰,朱妍,张真稳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与外周血 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44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分成单纯 2 型糖尿病组和 2 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组，采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两组患者的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的百分比；同时检测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空

腹 C 肽水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2），25（OH）维生素 D3 及 BMI 等常规指标；各变

量之间相关性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组 CD4+CD25+Treg 百分比较 2 型糖尿病组降低（P<0.001）,而与

HOMA-IR 明显相关（P<0.05）。 

结论  CD4+CD25+Treg 减少可能促进了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其表达水平与 2 型糖

尿病大血管病变呈负相关，可以作为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病情评估的分子标志物之一。 

 
 

PU-0950 

糖尿病前期患者听力损失的相关研究 

 
孟岩,庄晓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前期患者听力损失的情况，并进行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根据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连续入组年龄小于 60 岁的糖

尿病前期（pre-diabetes）患者 58 例（男 27 例，女 31 例，平均年龄 49.67±8.11 岁），并选取 50

例同期年龄、性别匹配、OGTT 血糖结果正常的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照组。收集受试者身高、体重

等一般资料，并记录 OGTT 空腹及糖负荷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白蛋白/肌酐比值、低

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眼底像等结果。于耳鼻喉科检查室行纯音

测听、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 product otoacoustic emission examination，DPOAE）检

查，并记录相关参数，包括气、骨导纯音听阈，畸变产物耳声发射反应幅值。 

结果  1、纯音测听检查中，糖尿病前期组 29 例(50%)，对照组 6 例(12%)患者存在听力损失，两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各频率（250Hz 、500Hz、1kHz、2kHz、4kHz、8kHz）纯音

听阈糖尿病前期组均较对照组升高，在 4kHz 及 8kHz 频率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听力损失表现为气、骨导听阈同步升高，气、骨导差异小于 10dB。 

2、畸变产物耳声发射检查，糖尿病前期组全频率反应幅值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在 1、1.5、2、3、

4、6kH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3、在糖尿病前期组中，分析听力损失的相关危险因素，以是否存在听力损失为因变量，以性别、

年龄、BMI、血压、吸烟史、既往病史（高血压、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病）、眼底病变、空腹血

糖、糖负荷后 2 小时血糖、HbA1c、尿白蛋白/肌酐、LDL、HDL、TC、TG 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男）、年龄、糖化血红蛋白为听力损失的可能危险因素（性

别 P=0.024，年龄 P=0.020，糖化血红蛋白 P=0.008） 

结论   

1、糖尿病前期患者存在听力损失，呈亚临床表现。 

2、糖尿病前期患者的听力损失表现为双侧对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以高频听力受损为主。 

3、糖尿病前期存在耳蜗性听力损失，表现为外周听觉器官障碍。 

4、性别、年龄、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前期听力损失的可能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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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1 

早发型 2 型糖尿病的临床特征 

及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研究 

 
黄佳欣,李裕明,廖云飞 

武汉协和医院 

 

目的  研究早发型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对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进行探讨。 

方法  从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选取 1421 名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住院患者。将糖尿病诊断年龄≤40 岁者设立为早发组，共 340 例；将

糖尿病诊断年龄＞40 岁者设立为晚发组，共 1081 例。将微量白蛋白尿≥30mg/24h，同时排除其他

慢性肾脏病者诊断为糖尿病肾病，共 247 例。将眼底检查提示有微血管瘤、出血征、新生血管、玻

璃体出血、棉絮样斑或黄斑病变等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共 453 例。结合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

经病变症状，如麻木、疼痛、感觉过敏、感觉减退等，及神经定量感觉检查结果，并排除其他病因

引起的神经病变诊断 DPN，共 506 例。 

结果  ①早发组除了收缩压低于晚发组外，早发组的男性患者比例、病程、体重指数、吸烟比例、

糖尿病家族史阳性率、尿酸、空腹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糖化血红蛋白均高于晚发组（P＜

0.05）。②对于住院 T2DM 患者，早发组 DN 及 DR 的患病率高于晚发组，分别是晚发组的 1.25

倍（30.6% vs24.5%）（P＞0.05）和 1.19 倍（48.6% vs 40.7%）（P＜0.05），而早发组 DPN

的患病率（47.5% vs 55.4%）低于晚发组，晚发组是早发组的 1.17 倍（P＜0.05）。③对于住院

T2DM 患者，无论是早发组还是晚发组，DN、DR 及 DPN 的患病率均随病程的延长而升高；在晚

发组中，除了 DPN 的患病率在 HbA1c 范围在 6.5%~8.0%时最高外，DN 与 DR 的患病率均随

HbA1c 水平的升高而升高，而对于早发组，其微血管并发症的患病率与 HbA1c 之间无明显联系。

④收缩压是早发型 T2DM 发生 DN 和 DR 的独立危险因素，病程与收缩压均是晚发型 T2DM 发生

DN 和 DR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早发型 T2DM 的特征是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且更易发生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为了防止

和延缓微血管并发症的出现，尤其需要在病程早期即开始关注对血糖、血压的管理。 

 
 

PU-0952 

间充质干细胞诱导 M2 型巨噬细胞以改善糖尿病肾病的机制 

 
张瀶曦,于松岩,程愈,龚正媛,薛婧,李冰,邹俊彦,尹雅琪,张琪,高杰清,刘杰杰,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与免疫调节密切相关，巨噬细胞起重要作用。糖尿病肾病组织中经典激活的 M1

型巨噬细胞增多，替代激活的 M2 型巨噬细胞减少。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免疫调节功能，可诱导 M1

型巨噬细胞向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虽有文献报道了间充质干细胞可通过调节巨噬细胞的浸润，改

善糖尿病肾病的炎症和纤维化，但仍缺少间充质干细胞对糖尿病肾病组织中 M1/M2 型巨噬细胞的

极化作用方面的研究。 

方法  首先我们注射 STZ 联合高脂喂养建立糖尿病肾病大鼠模型，分为正常组、糖尿病组和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组，每组 8 只，治疗组尾静脉注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UC-MSCs）3×106，其余组生理盐水对照治疗，隔周治疗，4 次后观察 UC-MSCs 对

于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效果，并探究肾脏组织中巨噬细胞的极化情况。其次，提取大鼠腹腔巨噬细

胞，将 UC-MSCs 与脂多糖（LPS）诱导的巨噬细胞共培养，探讨间充质干细胞诱导 M2 型巨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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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极化的机制。此外，将 UC-MSCs 诱导的 M2 型巨噬细胞与高糖毒性的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共培

养，进一步探究 M2 型巨噬细胞改善糖尿病肾病的机制。 

结果  给予糖尿病肾病大鼠模型尾静脉注射 UC-MSCs 治疗后，发现肾小球中 M1 型巨噬细胞浸润

减少，M2 型巨噬细胞极化增加，并改善了糖尿病肾病的炎症和纤维化。体外实验进一步验证了

UC-MSCs 可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6（IL-6）促进巨噬细胞表面蛋白 IL-4R 的表达增加，进而诱导

M1 型巨噬细胞向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此外，UC-MSCs 诱导的 M2 型巨噬细胞可抑制高糖毒性的

肾小球系膜细胞分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I（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MCP-1）的水平，

进一步减少巨噬细胞的招募和浸润；同时，UC-MSCs 诱导的 M2 型巨噬细胞抑制高糖毒性的肾小

球系膜细胞中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相关通路，进而减少胶原蛋

白的合成。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提出并探讨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通过诱导肾脏组织中 M2 型巨噬

细胞增多，进而改善糖尿病肾病的机制，为间充质干细胞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糖尿病肾病提供理论

依据。 

 
 

PU-0953 

艾塞那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对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chemerin 的影响 

 
邵宁,吴东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艾塞那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对肥胖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脂肪因子 chemerin 的

影响。 

方法  选取初诊 T2DM 且伴有肥胖（腰围男性 ≥90cm，女性≥85cm）的患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HbA1C）≥7% ，共 60 例。所有患者入组后，分为艾塞那肽组（n=30）：给予二甲双胍 2000mg

和艾塞那肽 5ug bid；单纯二甲双胍组（n=30）：给予二甲双胍 2000mg。共治疗 12 周。分别于

治疗前后测定各项指标并记录不良反应及低血糖事件。 

结果  两组在基线水平上匹配。治疗 12 周后两组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HbA1C较治疗前明显

下降，血脂水平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改善（均 p<0.001），艾塞那肽组较单纯二甲双胍组更显著

（p<0.01）。艾塞那肽组体重、BMI、腰围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01），单纯二甲双胍组较治

疗前有所下降，但无显著差异（p＞0.05）。上述指标治疗后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均 p<0.01）。

通过相关分析表明艾塞那肽组治疗后腰围改变与体重、BMI 的下降呈明显正相关，校正其他影响因

素后腰围改变与体重下降仍有显著相关性。艾塞那肽治疗后血清 chemerin 水平较治疗前明显升高

（p<0.001），单纯二甲双胍治疗后 chemerin 水平有所升高，但不显著（p > 0.05），两组间有显

著差异（p<0.001）。艾塞那肽治疗后胃肠道反应较单纯二甲双胍治疗更明显(p < 0.001)。 

结论  艾塞那肽联合二甲双胍较单纯二甲双胍治疗可以更显著降低血糖、改善血脂，同时具有更显

著的减重作用。艾塞那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可显著增加血清脂肪因子 chemerin 浓度，但具体通路

需进一步研究，研究表明脂肪因子 chemerin 在肥胖与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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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4 

高血糖状态下 FAM134b 基因敲除小鼠周围感觉神经病变评估 

 
陈昱颖,洪东喜,刘言言,任萌,杨川,严励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高血糖状态下 FAM134b 基因敲除小鼠周围感觉神经病变 

方法  利用 CRISPR/Cas9 技术特异性敲除 C57BL/6J 小鼠 FAM134b 基因序列特定位点碱基，造成

框移突变（第 5 外显子），获得 FAM134b 基因敲除小鼠。通过近交繁殖维持种系。将 6 周龄雄性

杂合子小鼠称重，做为杂合子+糖尿病组；将 6 周龄雄性野生型小鼠称重，随机分成野生型组、野

生型+尿病组。通过经典的一次性腹腔注射 STZ 溶液方法建立糖尿病模型后，每周监测体重、体

温、血糖及足趾大小；于注射后第 2 周进行周围神经病变的评估，包括 YLS-6A 智能热板仪行热敏

测试、UP-DOWN 测试法检测小鼠的机械性撤足阈值。 

结果  构建 FAM134b 缺失杂合小鼠后，成功制造糖尿病小鼠模型，获得野生型小鼠 7 只，野生型

糖尿病小鼠 9 只，杂合子糖尿病小鼠 13 只。注射 STZ 后 2 周，即 8 周龄时对热痛的反应潜伏期对

比，野生型小鼠反应潜伏期 27.77±5.12 s，野生型糖尿病小鼠反应潜伏期 26.76±7.90s，杂合子糖

尿病小鼠反应潜伏期 36.78±9.43s。野生型小鼠与野生型糖尿病小鼠相比，热痛反应潜伏期的差异

无统计意义；杂合子糖尿病小鼠与野生型糖尿病小鼠相比，杂合子糖尿病小鼠的热痛反应潜伏期较

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野生型小鼠左足机械性撤足阈值 0.49±0.27g，野生型糖尿病

小鼠左足机械性撤足阈值 0.49±0.57g，杂合子糖尿病小鼠左足机械性撤足阈值 0.53±0.44g；野生

型右足机械性撤足阈值 0.45±0.24g，野生型糖尿病小鼠右足机械性撤足阈值 0.44±0.48g，杂合子

糖尿病小鼠右足机械性撤足阈值 0.60±0.47g。野生型糖尿病小鼠与野生型小鼠相比，左足机械痛

缩足阈值、右足机械痛缩足阈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杂合子糖尿病小鼠与野生型糖尿病小鼠相

比，左足机械痛缩足阈值、右足机械痛缩足阈值均较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高血糖状态下，FAM134b 基因敲除杂合子小鼠感觉神经功能减退较野生型严重。FAM134b

基因可能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发展相关，有待更多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PU-0955 

烟酰胺核苷酸转氢酶基因突变 

对Ｃ５７ＢＬ ／６ 小鼠糖代谢稳态的影响 

 
尹庆磊,谢运,沈艳,张宏利,倪启程,汪启迪,顾燕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烟酰胺核苷酸转氢酶（ＮＮＴ）基因突变对于Ｃ５７ＢＬ／６ 小鼠糖代谢稳态的影响。 

方法  将无ＮＮＴ 突变的野生型Ｃ５７ＢＬ／６Ｎ 与携带ＮＮＴ 突变Ｃ５７ＢＬ／６Ｊ 小鼠交

配，Ｆ１ 代杂合小鼠继续交配，得到ＮＮＴ 纯合野生型，ＮＮＴ 纯合突变型，及ＮＮＴ 突变杂合

子３ 种不同ＮＮＴ 基因型的Ｆ２ 代。小鼠４ 周龄起分别给予高脂饮食或对照饮食４ 周，每周监

测小鼠体重。在小鼠８ 周时称重，并通过经腹糖耐量试验（ＩＰＧＴＴ）检测小鼠糖代谢水平，

通过经腹胰岛素耐量试验（ＩＴＴ）检测小鼠胰岛素敏感性。 

结果  正常饮食或高脂饮食喂养４ 周后，不同Ｆ２ 代小鼠基因型三者体重并无差异，但是ＮＮＴ 

突变小鼠糖耐量显著受损，并且在高脂饮食诱导下ＮＮＴ 突变小鼠胰岛素敏感性相对ＮＮＴ 野生

型显著下降。而ＮＮＴ 杂合子小鼠糖代谢及胰岛素敏感性异常不显著。 

结论  ＮＮＴ 基因突变对Ｃ５７ＢＬ／６ 小鼠的糖代谢表型具有重要影响，杂合突变和纯合突变表

型迥异。Ｃ５７ＢＬ／６Ｊ 和Ｃ５７ＢＬ／６Ｎ 小鼠不同遗传背景对高脂饮食有不同反应，这是

在进行实验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可能与不同ＮＮＴ 基因型有关。在研究代谢的实验中尽

量保持受试小鼠遗传背景的一致，将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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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6 

血清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与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张宁,张钰,李雪松,顾卫琼,张翼飞,杨架林,洪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 2 型糖尿病病人的血清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水平,探讨 SHBG 与胰岛素抵抗以

及血糖代谢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 型糖尿病病人 122 例和血糖正常对照者 54 名(其中女性取绝经后),分别测定并比较 2 

组 SHBG、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 鄄 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鄄 C)、糖化血红蛋白(HbA1c),计算稳态模型胰岛素抵

抗指数(HOMA 鄄 IR)。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2 型糖尿病病人血清 SHBG 水平显著降低(P <0. 01),SHBG 与 HOMA 鄄 IR、

HbA1c、TG、FPG 和 FINS 均呈负相关关系(r = - 0. 417, - 0. 283, - 0. 305, - 0. 301,-0. 236,P <0. 

01),与 HDL 鄄 C 和年龄均呈正相关关系(r =0. 342,0. 456,P <0. 01)。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SHBG 

是糖尿病的保护因素(OR =0. 965,95% CI 0. 934 ~ 0. 998,茁= - 0. 035,P < 0. 05)。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显示,SHBG 与 HOMA 鄄 IR、年龄和 HDL 鄄 C 呈直线回归关系(茁= -0. 295,0. 313,0. 238,P <0. 

01,P <0. 01,P <0. 05)。 

结论  2 型糖尿病病人 SHBG 水平降低可能是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957 

常见不同细菌感染对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病情和短期预后的影响 

 
张杉杉,赵连礼,何泱,许蕾,钱泓洁,郭凯,王淑敏,顾雪明,汤正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分析常见细菌感染的糖尿病足溃疡(DFU)患者病情特点,探讨不同病原菌对足溃疡病情及短期

预后的影响。 

方法  从 1 025 例 DFU 患者中筛选细菌培养阳性的病例,选取感染最多见的 5 个菌种,以菌种分组,进

行病情分析和观察 3 个月随访结果,根据愈合、未愈、截肢、死亡等病情结局,分析各组间差别与不

同结局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常见感染菌种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变形杆菌、粪肠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占 720 

例培养阳性的 405 例;入院时各组别相应临床指标基本无差别,但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患者 Wagner 1 ~2 级病变比例分别为 55. 0％、71. 1％,轻中度感染比例分别为 77. 5％、84. 2％,

变形杆菌、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感染患者 Wagner 3 ~ 5 级比例分别为 49. 2％、52. 8％、63. 

2％;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组重度感染比例分别为 38. 2％、42. 1％;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

菌组 3 个月愈合比例超过 47％;变形杆菌、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组愈合比例低于 40％,截肢比例

均在 40％ 以上(均 P<0. 05);心功能 3 级以上、严重下肢动脉病变、HbA1C >9％是影响足溃疡愈

合、导致截肢的主要危险因素(均 P<0. 05)。 

结论  不同细菌感染的 DFU 病情有一定的差别,变形杆菌、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感染的 DFU 患者

足部病情相对较重,短期预后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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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8 

关于优化胰岛素低血糖- 

生长激素刺激试验中胰岛素用量计算方法的初步探索 

 
张豫文,孙首悦,陈宇红,贾慧英,齐研,郁忠勤,王卫庆,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初步探索更适用于临床的胰岛素低血糖-生长激素刺激试验(ITT)中胰岛素用量的计算方法。 

方法  56 例疑似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按原发性与继发性分为 2 组,2 组患者均完善口服葡萄糖耐量-

胰岛素释放试验及 ITT。计算稳态模型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胰岛素敏感指数(ISI)、

胰岛素释放曲线下面积(AUCINS)、葡萄糖曲线下面积(AUCPG )。比较 ITT 中组间胰岛素用量的差

异,并分析影响胰岛素用量的主要因素。 

结果  原发组与继发组在 ITT 中的胰岛素用量无明显差异。指南中的胰岛素初始用量与本研究人群

实际胰岛素用量有显著性差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 AUCINS 及体重指数是影响胰岛素用量的独

立因素,并得到 ITT 优化系数(γ)的计算方程式。 

结论  临床上 ITT 中实际使用的胰岛素量与指南中的推荐用量存在差异,因而为了使 ITT 试验进行得

更加高效而安全,本研究探索性提出了用更优化的计算方法以帮助提高 ITT 中胰岛素诱发低血糖的

一次成功率。 

 
 

PU-0959 

血管周围脂肪（PVAT）对血管生成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李曙光 

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观察高糖环境下血管周围脂肪（PVAT）表型的改变及不同表型的 PVAT 对血管生成的影

响，初步探讨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  利用链脲佐菌素（STZ）腹腔注射法建立糖尿病大鼠模型，喂养 8 周后处死动物获取新鲜

PVAT 样本；利用 qRT-PCR 及 western-blot 技术比较正常大鼠和糖尿病大鼠 PVAT 内促血管生成

因子表达水平差异；将新鲜 PVAT 组织碎块接种于鸡胚尿囊膜（Choriallantoic membrane，

CAM）表面继续孵育，观察血管生成情况。 

结果  我们发现糖尿病组大鼠 PVAT 内多种促血管生成因子如 VEGF、HGF、FGF 等表达下调，同

时解偶联蛋白 1（UCP1）等棕色脂肪相关基因表达亦下调，该组大鼠 PVAT 发生由棕色脂肪向白

色脂肪的表型转化；我们发现相较于空白对照组，正常组大鼠 PVAT 能够显著促进 CAM 血管形

成，而糖尿病组大鼠 PVAT 却显著抑制 CAM 血管生成。 

结论  高糖环境可诱导 PVAT 发生表型转换，白色化的 PVAT 对血管生成具有抑制作用。 

 
 

PU-0960 

探讨血清维生素 D 与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关系 

 
刘飞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维生素 D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本科室住院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 90 例,其中无视网

膜病变组 (A 组)、增殖期视网膜病变组 (B 组)及背景期视网膜病变组 (C 组)各 30 例,检测并比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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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血清 25 一羟维生素 D3（25(OH)D3）水平,分析血清维

生素 D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相关性。 

结果   FPG、HbA1c 随着患者 DR 病情的加重呈现上升的趋势,血 25(OH)D3 随着患者 DR 病情的

加重呈现下降的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其中 FPG(7.2±1.8， 9.3±2.6，

10.9±3.1)mmol/L,(A 组 vsB 组 P=0.0006，A 组 vs C 组 P<0.0001，B 组 vsC 组 P=0.0344)；

HbA1c(6.5±1.1，7.3±1.3，9.2±1.2)%,(A 组 vsB 组 P=0.0127，A 组 vs C 组 P<0.0001，B 组 vsC 

组 P<0.0001)；25(OH)D3(19.5±5.9，16.1±5.2，11.7±2.8)ng/ml,(A 组 vsB 组 P=0.0212，A 组 vs 

C 组 P<0.0001，B 组 vsC 组 P=0.0001)。 

结论  血清 25(OH)D3的水平可能与 T2DM 患者 DR 的发生及病情严重程度呈一定的相关性，是否

可作为 T2DM 患者 DR 的发生发展的预测指标，有待于更多的临床数据分析。 

 
 

PU-0961 

基于 CGMS 技术评估速秀霖 25 餐时及餐后 

30 分钟注射对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谱的影响效应 
 

朱剑,罗勇,倪文洁,马建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对于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应用速秀霖 25（重组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 25）联合二甲双

胍强化治疗期间，利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GMS）评估餐时与餐后 30 分钟注射胰岛素对患者血

糖谱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自身前后对照研究。90 例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9%）参与此项研

究，入组后速秀霖 25 三餐时皮下注射联合二甲双胍强化治疗，血糖平稳 3 天后进入研究阶段

（D0），应用 CGMS 评估各患者血糖谱；D1，维持上述治疗，随后进入 D2，调整速秀霖 25 为进

餐后半小时皮下注射（剂量与 D1 相同）；研究期间指导维持稳定的活动量，并在固定时间固定能

量进餐，比较患者 D1 与 D2 24h 平均血糖（MBG)、平均血糖的标准差(SDBG)、平均日内血糖波

动幅度(MAGE)、最大血糖波动幅度(LAGE)、变异系数(CV%)、各餐前血糖、各餐后血糖波动

(MPPGE)，血糖小于 3.9mmol/L,3.9-10mmol/L、血糖大于 10mmol/L 的曲线下面积。 

结果  81 例完成该研究，年龄 56.55±10.75 岁，BMI:24.71±3.34kg/m2，24hMBG（餐后 vs 餐时：

7.15±1.02 vs 7.40±1.12 ） ,24MAGE （ 4.28±2.01 vs 4.14±1.82 ） ,24hSDBG

（1.78±0.82 vs 1.74±0.76）,LAGE（7.91±3.43 vs 7.80±2.95）,CV （0.25±0.11 vs 0.23±0.08）, 

各餐前（早餐 7.16±1.66 vs 7.18±1.39，中餐 6.54±1.85 vs 7.01±2.09，晚餐 6.96±1.99 vs 

6.99±1.79 ） .MPPGE （早餐  5.45±2.61vs 4.13±2.51 ，中餐 2.75±2.32 vs2.48±1.91 ，晚餐

2.57±1.77vs2.68±1.81),两组间并无统计学差异，两组间血糖小于 3.9mmol/L,3.9-10mmol/L、血糖

大于 10mmol/L 的曲线下面积结果相似，无明显差异，两组均无严重低血糖事件，餐后注射、餐时

注射低血糖发生次数分别为 12 次、10 次（卡方值=0.051 ，p=0.822）。 

结论  对于初诊断 2 型糖尿病，速秀霖餐后 30 分钟注射与餐时注射相比较，高血糖的控制，血糖漂

移以及低血糖发生率上无明显差别，因此，餐后 30 分钟也可以作为注射速秀霖 25 的一个选择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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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2 

Nec-1 增加心肌干细胞移植后短期内存活率但不改善远期心功能 

 
刘佳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糖尿病患者心肌梗死发病率高，其治疗是内分泌、心脏病医生共同关注的问题。心肌干细胞

治疗可再生心肌细胞，从而阻断因心肌细胞减少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是心肌梗死治疗的研究热

点。但移植后细胞的低存活率大大影响了细胞移植治疗的疗效。本研究旨在研究 miR-155 在过氧

化氢环境下是否对心肌干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并通过作用于特异性靶基因提高心肌梗死后心肌干细

胞移植后存活、改善心功能远期预后。 

方法  流式细胞法检测过氧化环境下转染 miR-155 的心肌干细胞坏死、凋亡情况。实时定量 PCR

和 Western 印迹法分别检测转染 miR-155 的心肌干细胞 RIP1（受体作用蛋白 1）的 mRNA 和蛋白

表达情况。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法验证 RIP1 是否是 miR-155 的靶基因。检测过氧化环境下 siRIP1、

RIP1 的特异性抑制剂 Nec-1 对干细胞的保护作用。应用生物发光法在心梗小鼠活体模型中检测

Nec-1 预处理心肌细胞组细胞移植 3 天后存活情况。磁共振法检测心梗小鼠 1 月后心功能情况（收

缩末期容积、舒张末期容积、射血分数、心室壁厚度）。 

结果  miR-155 通过特异性靶向 RIP1 减少过氧化环境下心肌干细胞坏死。siRIP1/RIP1 的特异性抑

制剂 Nec-1 同样对心肌干细胞具有保护作用。miR-155 对细胞的保护作用不依赖于经典的 Akt 细胞

存活通路。应用生物发光法在心梗小鼠活体模型中检测到 Nec-1 预处理心肌干细胞组移植后 3 天细

胞存活率较对照组升高 39+9%。但是移植后 28 天 Nec-1 预处理心肌干细胞组移植细胞存活率较对

照组无明显差异，且与对照组相比两组小鼠心室收缩末期/舒张末期容积、射血分数(20.6+2.1 vs 

21.4+2.5)、心室壁厚度（0.49+0.05 vs. 0.51+0.08）都无明显差异。 

结论  单纯通过提高心肌干细胞移植后短期内细胞存活率不能够有效地提高干细胞治疗的效果。 

 
 

PU-0963 

复方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与单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临床观察 

 
马常娥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比较复方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和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有效

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份在本院门诊及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210 例为研究对象，

按随机化分为 3 组，分别应用复方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单药（A 组，70 例）和二甲双胍组（B 组，

70 例）、格列吡嗪组（C 组，70 例）治疗。观察不同治疗方案患者每个疗程（4 周为 1 个疗程，

共 3 个疗程）时空腹血糖、餐后 2h、糖化血红蛋白、低血糖、体重指数变化的情况。计量资料的

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x2检验。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三组患者血糖均下降，其中 A 组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

改善较 B、C 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体重及严重低血糖无明

显差异，即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复方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能够更好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而不增加低血糖风险及

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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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4 

2 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糖脂代谢特点分析 

 
孟祥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的糖脂代谢特点，血糖、血脂与肝硬化 Child 分级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之 2017 年 1 合并 2 月在我院住院的 T2DM 肝硬化患者 84 例，列为肝硬化

组。同期住院的 T2DM 患者 91 例，列为糖尿病组。两组均接受胰岛素强化治疗，同时排除糖尿病

急性并发症、合并严重心肺肾功能不全、合并其他内分泌疾病、资料不全者等。肝硬化组根据

Child 分级又分为 3 组，A 租为 Child A 级，B 组为 Chiid B 级，C 组为 Child C 级。收集患者的一

般资料，包括肝功、血脂、凝血、入院后前 3 天的 7 次血糖值、胰岛素用量等。 

结果  （1）两组空腹血糖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与糖尿病组相比，肝硬化组三餐后血糖、睡前血糖较

高，餐前胰岛素总量较大，餐前/基础的比值大（P ＜0.05）。 

（2）肝硬化组血糖水平标准差（SDBG）、最大血糖波动幅度（LAGE）、餐后血糖波动幅度

（PPGE）均高于糖尿病组（P ＜0.05），即肝硬化组血糖波动较大。而两组空腹血糖变异系数

（CV-FPG）无明显差异（P ＞0.05）。 

（3）Child-Pugh A 级、B 级、C 级三组间，空腹血糖、三餐后血糖、睡前血糖、血糖波动幅度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 

（4）肝硬化组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均低于糖尿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hild-Pugh C 级

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明显低于 Child-Pugh A 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结论  （1）2 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三餐后血糖、睡前血糖相对较高，血糖波动幅度大。 

（2）2 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餐前胰岛素总量较大，餐前/基础的比值大。 

（3）2 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相对较低。 

（4）2 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 Child-Pugh C 级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水平低于 Child-Pugh A 级。 

（5）2 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的血糖与肝硬化 Child-Pugh 分级无明显关系。 

 
 

PU-0965 

初步探讨中国 1 型糖尿病患者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对前胰岛素原的 IFN-γ 分泌反应 

 
冼颖欣 1,许海霞 1,吕婧 1,高仿 2,任文倩 1,黄倩雯 1,江子誉 1,严晋华 1,姚斌 1,翁建平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广东省糖尿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表明 HLA-II 分子与 1 型糖尿病（T1DM）易感性密切相关。动物及高加索人群研究提示

高危易感 HLA-II 类分子参与胰岛自身抗原的提呈，并激活 CD4+T 细胞分泌 IFN-γ。前胰岛素原

（preproinsulin, PPI）可能是 T1DM 的始动靶抗原，本研究探讨中国 T1DM 患者外周血中是否存

在 PPI 特异性、具有分泌 IFN-γ 功能的 CD4+T 细胞。 

方法  根据 HLA-II 分子结合肽段的特征，将 PPI 分成 13 条肽段，每条肽段含 14~16 个氨基酸，肽

段间有 8 个氨基酸重叠，13 条肽段混匀形成混合肽；另外，根据国外报道有阳性 IFN-γ 反应的 PPI

肽段表位合成 2 条 PPI 单肽，分别是 B9-23，为 DQB1*03:02（DQ8）限制性单肽，以及 C19-

A3，为 DRB1*04（DR4）限制性单肽。利用酶联免疫斑点检测（enzyme-linked immuno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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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y, ELISPOT）的方法检测混合肽和单肽刺激 T1DM 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分泌

IFN-γ 的能力，以刺激组与对照组的斑点数之比作为刺激指数（stimulation index,SI）, SI≥3 作为阳

性 IFN-γ 反应的标准。 

结果  研究共纳入 51 例符合临床诊断的 T1DM 患者，其中 19 例（37%）是病程 1 年内的新诊断患

者。所有患者 PBMC 对阳性参照抗 CD3 抗体刺激产生明显 IFN-γ 反应（SI 平均值为 278），其中

96%患者对记忆性抗原潘太欣疫苗产生阳性 IFN-γ 反应（SI 平均值为 71）。所有患者对 PPI 混合

肽或单肽均无阳性 IFN-γ 反应（SI<3），其中 6 例携带 DQ8 的患者对 B9-23 无阳性 IFN-γ 反应，

20 例携带 DR4 的患者对 C19-A3 无阳性 IFN-γ 反应。 

结论  本研究提示中国 T1MD 患者对 PPI 无阳性 IFN-γ 反应，PPI 可能不是触发中国 T1DM 促炎症

性 CD4+T 细胞反应的主要抗原。中国 T1DM 相关的抗原特异性 CD4+T 细胞活化机制及免疫耐受治

疗的有效性仍有待更多的研究。 

 
 

PU-0966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分析 

 
高雪娟 1,陈玉 1,张芳 1,饶春梅 1,方山丹 1,范译丹 1,向润清 1,石镜如 1,范源 1,2 

1.云南中医学院 

2.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选取 2015 年-2017 年云南省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住院部确诊为 2 型糖尿病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147 例患者进行调查，根据 B 超检测有无脂肪肝影像将糖尿病患者分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组

（NAFLD）和无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组（无 NAFLD），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 76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无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 71 例。分别统计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空腹血

糖、餐后两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肝功（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血脂（甘

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肾功（尿素、肌酐、尿酸）等临床资料。同时

运用颈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测定两组颈总动脉左、右两侧内-中膜厚度，明确有无颈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情况；运用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两组心脏升主动脉内径、主动脉内径、射血分数及明

确有无主动脉瓣钙化形成。所有数据应用 SPSS17.0 分析软件分析，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

脂肪肝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结果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组的年龄、颈总动脉左侧内-中膜厚度、颈总动脉右侧内-中膜

厚度、主动脉瓣钙化显著高于 2 型糖尿病合并无非酒精性脂肪肝组（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组的空腹血糖、病程、甘油三脂、尿素、升主动脉内径高于 2

型糖尿病合并无非酒精性脂肪肝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时，糖、脂代谢紊乱更明显，容易发生颈动脉粥样硬化；心

脏大血管更容易发生形态改变，一系列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及预后不良的风险逐步增加，以上研究提

示主动脉瓣钙化可能预示用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和死亡率。在影响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中，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脂肪肝、颈总动脉左侧内-中膜厚度、主动脉瓣钙化是其主要危险因素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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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7 

信息回避与糖尿病筛查：一项来自北京平谷地区的横断面调查 

 
李玉凤 1,宋长城 2 

1.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2.新加坡国立大学 

 

目的  评估糖尿病高危人群是否会因信息回避而避免相关疾病的健康筛查。 

方法  2014 年在北京平谷地区 10 个村镇开展一项糖尿病实地研究。研究纳入 1195 人（排除已确

诊的糖尿病患者），记录受试者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血压、生活方式、对糖尿病的认

知情况，根据经济学相应量表模型评估受试者行为偏好、风险态度、时间偏好及信息回避情况。之

后随机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价格组（T 组）和疾病组（D 组 ）。1.价格组（T 组，664 人）：计算

机随机分为 3 组，T0 组（受试者将被告知免费为其进行糖尿病检测），T10 组（受试者将被告知

需自行花费 10 元行糖尿病检测），T30 组（受试者将被告知需自行花费 30 元行糖尿病检测）；2.

疾病组（D 组，531 人）：计算机随机分为糖尿病组和癌症组。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知参与

者对自身患病概率的主观判断，采用 stata 14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验证分组的随机性，然后采

用回归分析探讨是否接受检查与主观患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不同检测价格、不同疾

病下的异质性。 

结果  1.相比于糖尿病患病中等风险的个体，高危和低危的个体都更倾向于回避疾病检测。 

2.检测价格越高，糖尿病高危和低危个体对疾病检测的回避程度越高。 

3.面对更为严重的疾病（癌症），糖尿病高危和低危个体对疾病检测的回避程度越高。 

结论  面对以某一特定价格（或免费）接受糖尿病检测的机会，相比于主观糖尿病中等风险的个

体，认为自身患糖尿病风险较高或较低的个体更倾向于回避糖尿病检测。并且这一现象在检测价格

更高、疾病更严重的情况下更为明显。研究提示，对于糖尿病患病高危的人群，降低疾病检测费用

及提高医保补贴更有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 

 
 

PU-0968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的生存状况： 

北京市平谷区患病人群 13 年随访结果 

 
李玉凤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目的  发展中国家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人群的生存状况知之甚少，本研究主要调查北京平谷区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的生存现状。 

方法  选取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3 年内住院 2 型糖尿病合并

蛋白尿患者，根据蛋白尿水平将入组患者分为：微量蛋白尿组（30-300mg/g Cr）和显性蛋白尿组

（大于 300mg/g Cr）。随访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生存状况，收集病例资料。应用 Kaplan-

Meier 分析法分析微量蛋白尿组和显性蛋白尿组患者的生存曲线差异，应用多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

法分析导致糖尿病肾病患者死亡风险增高的原因。 

结果  共入组 445 名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其中 77 例确认为死亡病例（男性占 48.8%；2 型

糖尿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为 48.8±11.0 岁），循环疾病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占所有死亡病例的

43.6%），其次是糖尿病并发症及呼吸系统疾病。Kaplan-Meier 分析指出显性蛋白尿受试者的生存

曲 线 显 著 低 于 微 量 白 蛋 白 尿 受 试 者  [10.9 （ 95% CI 9.9,11.9 ） VS.12.2(95% CI 

11.7,12.6),P=0.014;log-rank test]。多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指出老年患者、高收缩压水平、低体重

指数和高血清肌酐水平的患者死亡风险显著增加。对于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而言 40 岁时的

预期寿命估计为 16.6 年（95%UI 13.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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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层社区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面临较高的死亡风险和较短的预期寿命，急需规范化和

个性化管理 

 
 

PU-0969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情况调查 

 
宁婕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北京市平谷区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血糖、血压、血脂三项心血管危险

因素的控制情况及影响因素，为该地区规范化管理糖尿病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从北京市平谷区医院调取自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11 年内在内分泌科住院的 T2DM

合并蛋白尿患者资料，电话联系并召回同意患者，面对面进行现场调查。根据 2010 版《中国 2 型

糖尿病防治指南》，以 HbA1c＜7.0%、血压＜130/80mmHg、血总胆固醇＜4.5mmol/L 为血糖、

血压、血脂控制达标标准。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血糖、血压、血脂控制达标的危

险因素。 

结果  共找到 496 名 T2DM 合并蛋白尿患者，死亡 78 人，失访 16 人，健在 402 人，最终随访 291

人，应答率为 72.4%。最终 284 名患者纳入统计分析，男性 54.6%，农村居民 55.6%，平均年龄

59.29±9.25 岁，平均糖尿病病程为 12.94±7.07 年。根据 ACR 将患者分为正常蛋白尿组（UACR＜

30mg/g）、微量蛋白尿组（30mg/g≤UACR≤300mg/g）和大量蛋白尿组（UACR＞300mg/g），

人数分别为 38 人、186 人、60 人。76.8%合并有高血压或血脂异常，29.6%合并冠心病。平均

HbA1c、血压、血 TC 水平为 7.9%、138/77mmHg、4.09mmol/L。血糖、血压、血脂的控制达标

率分别为 31.3%、29.0%、44.7%。三项同时控制达标率仅为 6.7%。三项心血管危险因素同时控

制达标率随蛋白尿的增多而降低，不同蛋白尿水平三组患者间差异显著（P＜0.01）。蛋白尿水平

低、血糖自我监测能力强、经济收入高的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情况更好。对血糖、血压、血

脂控制达标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家庭年收入（OR 0.13[95%CI 0.03-0.59]）和指血血糖监测频率

（OR 0.19[95%CI 0.05-0.81]）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达标率低，规范化管理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积极控制蛋白尿，增强血糖自我监测能力，关注低收入人群，有助于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心血管

危险因素控制达标。 

 
 

PU-0970 

2 型糖尿病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微血管并发症关系探讨 

 
赵翠伶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目的  探讨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与糖尿病

微血管并发症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方法  入选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每日住院的前两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使

用便携式睡眠呼吸监测仪进行 OSA 初步筛查。根据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分为 OSA 组与非

OSA 组。并记录 OSA 相关参数：AHI、最低血氧饱和度（LS）和氧减指数（ODI）。收集并发症

信息：糖尿病肾病(DN)、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采用 SPSS19.0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然后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判断组间比较得出的显著差异指标是否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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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入选 410 例，入选合格病例 394 例，男 208 例，女 186 例，年龄在 24-88 岁，平均年龄

54.42±12.49 岁。OSA 患病率为 63.7%；DN、DR、DPN 患病率分别为 35.5%、32.8%、74.8%。

OSA 组与非 OSA 组中 DN、DR、DPN 的患病率分别为：37.9%及 30.8%、29.1%及 34.3%、

78.0%及 69.2%。OSA 组中 DN 及 DPN 患病率高于非 OSA 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

ODI 与 DN 患病相关（P<0.01），AHI 及 LS 有相关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0.065）。

OSA 及其参数与 DR 未见相关性，OSA 与 DPN 患病有相关趋势，未见统计学差异

（P=0.07）,OSA 参数(AHI,LS,ODI) 与 DPN 未见相关性。 

结论  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OSA 的患病率高，但诊断率及治疗率均较低，应重视 2 型糖尿病患

者中 OSA 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干预；OSA 可能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 DN 相关，OSA 所

导致的缺氧及缺氧频率(ODI)可能是 DN 患病风险增加的机制之一。此外，OSA 可能会增加 DPN

发病的风险，但对 DR 未见影响；2 型糖尿病伴有 OSA 患者中微血管并发症增加的机制有待进一

步探讨。 

 
 

PU-0971 

基层 600 例甲状腺结节手术患者随访调查 

 
王京京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目的  了解基层地区甲状腺结节患者术后甲功现状，为规范及长期进行管理甲状腺手术患者提供临

床依据。 

方法  选择 2005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间于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外科行甲状腺结节手术的患者，电

话联系进行现场调查问卷、一般体格检查及血标本采集（甲功五项）。根据我院实验室 TSH 正常

范围（0.55～4.78）uIU/mL，FT4（11.5～23.2）pmol/l，FT3（3.5～6.5）pmol/l。定义：1、甲

亢：TSH＜0.55uIU/mL 和 FT4≥23.2 pmol/l 和/或 FT3＞6.5pmol/l，及服抗甲状腺相关药物者;2、

亚临床甲亢：TSH＜0.55uIU/mL 和 11.5＜FT4＜23.2 pmol/l 和 3.5＜FT3＜6.5pmol/l 及服抗甲状腺

相关药物者； 3、甲功正常： 0.55uIU/mL≤TSH＜ 4.78uIU/mL 且不服药物者； 4、甲减：

TSH≥4.78uIU/mL 和 FT4≤11.5pmol/l ，及 服用左 甲状 腺素 钠片 者。 5 、 亚临 床甲 减：

TSH≥4.78uIU/mL 和 11.5＜FT4＜23.2pmol/l，及服左甲状腺素钠片者。利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分析甲状腺结节手术情况及术后甲功控制状况。 

结果  选取行外科甲状腺结节手术者 600 例，有效病例共计 596 人，年龄 14～80 岁，男 101 名

（16.8%），平均（58.08±9.83）岁；女 495 名（83.2%），平均（55.00±9.42）岁。术后发生甲

减 422 例（70.8%），甲功正常 139 例（23.3%），甲亢 35 例（5.9%）。目前维持甲功正常状态

的 305 人（51.2%），甲功减退状态 131 人（22.0%），甲功亢进状态 160 人（26.8%）。术后服

用左甲状腺素钠片 365 人（61.3%），未服 231 人（38.7%）。服药中处于甲功减退状态、甲功正

常状态、甲功亢进状态分别为 74 例（20.3%）、166 例（45.5%）、125 例（34.2%），未服药中

三者比例别为 57 例（24.6%）、139 例（60.2%）、35 例（15.2%）。术后从未回访者 414 人

（69.5%），有回访 148 人（24.8%），34 人（5.7%）不清楚。 

结论  基层医院甲状腺结节手术后甲减发生率高，药物控制情况差，术后管理不规范，建立长期的

甲状腺术后随访队列，进行规范化管理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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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2 

血清铁蛋白是高原藏族糖尿病患者 

出现慢性肾脏疾病的独立影响因素 

 
张成慧,王溯源,李明霞,王曦,张丹,邬云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一医院西藏成办分院(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目的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逐年增加，糖尿病导致的慢性肾脏疾病（CKD）的患病比例

也逐渐增加。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未控制的血糖、血压及血脂是糖尿病患者出现肾脏疾病的危

险因素。前期研究发现，西藏高原藏族患者血清铁蛋白水（SF）远高于平原人群。本研究旨在研

究糖尿病患者升高的血清铁蛋白水平是否与 CKD 的出现相关。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共纳入 1071 名藏族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我们收集了患者的血清铁

蛋白水平、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尿白蛋白/尿肌酐（ACR）、血脂、血压、血糖等临床指

标的数据。CKD 的诊断标准为 eGFR<60mL/(min×1.73m2)或尿白蛋白/尿肌酐>30mg/g。根据患者

的血清铁蛋白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组，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SF 与 CKD 之间关系。 

结果  研究共纳入 1071 名藏族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其中 CKD 的患病率为 31.27%。将患者按照

血清铁蛋白水平从低到高等四等分分组（Q1-Q4），四组 SF 中位数分别为 373.9ng/ml、

625.6ng/ml、918.7ng/ml、1388.0ng/ml。四组间糖尿病病程（p=0.006）、舒张压（p=0.038）、

糖化血红蛋白(p=0.002)、空腹血糖（p=0.002），甘油三脂及总胆固醇（p<0.001）存在统计学差

异。四组间 CKD 的发生率分别为 14.6%、27.0%、42.3%以及 41.3%（p<0.001）。单因素分析发

现血压、糖化血红蛋白、尿酸以及血清铁蛋白均与 CKD 患病的发生密切相关（P<0.05）。在校正

其它影响因素后，与 Q1 组（SF 最低组）相比，Q2、Q3、Q4 组出现 CKD 的比值比（OR）分别

为 2.87（95%CI 1.75-4.71，p<0.001）、6.08（95%CI 3.75-9.84, p<0.001）和 6.16（95%CI 

3.81-9.99, p<0.001）。 

结论  本研究发现血清铁蛋白是 2 型糖尿病患者 CKD 的出现独立影响因素，提示对于藏族糖尿病患

者人群有必要对其过高的血清铁蛋白进行干预，以减少 CKD 的发生 

 
 

PU-0973 

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口服维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 

与胰岛素促分泌剂联合二甲双胍二联治疗的有效性 

和耐受性比较：China PDS 研究亚组分析 
 

梁琳琅 1,刘鸣明 2,母义明 3 

1.沈阳军区总医院 

2.诺华制药（中国）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在真实临床实践中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经过 12 月的维格列汀二甲双胍二联治

疗（VM）与其他口服降糖的二联治疗（OD）尤其是胰岛素促泌剂二甲双胍二联治疗（IM）相比的

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这项前瞻性、多中心、为期 1 年的真实世界研究通过收集在 52 个医院的口服降糖药单药治疗

血糖控制不佳的 T2DM 病人中进行的。根据当地医生的临床诊治，将符合条件的患者分为 VM 治疗

组和 OD 治疗组。OD 治疗组中使用胰岛素促分泌剂的患者又被分成 IM 治疗亚组。主要结局是观

察随访 12 个月后血糖达标（HbA1c＜7.0%）且无耐受性事件 [确证的低血糖、体重增加（≥ 3%）

或因胃肠道事件中断治疗] 的患者比例，次要结局为评估 HbA1c 的达标率和下降值，以及耐受性和

不良事件发生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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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VM 治疗组纳入 604 例患者，OD 治疗组纳入 670 例患者，其中 IM 治疗亚组为 326 例。通过

对主要结局评价指标分析可知，VM 二联治疗 12 个月成功率（50.8%，95% CI： [46.8%, 

54.9%]）高于对照 OD 二联治疗（34.0%，95% CI：[30.4%, 3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且高于 IM 治疗亚组（31.6%，95% CI：[26.6, 3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VM 及 IM 治疗组各纳入 320 例患者，HbA1c 基线分别为 8.24%

和 8.22%。HbA1c<7%达标率在开始治疗后第 3、6、12 个月 VM 对比 IM 组分别为：41.5% vs 

40.5%，p = 0.799；49.3% vs 44.8%，p = 0.255；50.6% vs 39.7%，p = 0.005。HbA1c 相对基线

下降的均值在开始治疗后第 3、6、12 个月 VM 对比 IM 组分别为：1.04 ±1.24% vs 0.96 ±1.16%，

p = 0.605；1.14 ±1.22% vs 0.95 ±1.28%，p =0.044；1.17±1.32% vs 0.86 ±1.31%，p < 0.001。

治疗 12 个月总体耐受性事件发生率为：VM 治疗组 7.9%对比 IM 治疗组 17.8%，相对危险度

（RR）：0.447（95%CI:[0.312, 0.639]，p < 0.05）；体重显著增加（≥ 3%）发生率为：VM 治疗

组 7.6%，AM 治疗亚组 15.3%，RR 为 0.497（95%CI：[0.341, 0.724], p 

< 0.05）；确证性低血糖发生率为：VM 治疗组 0.3%，AM 治疗组 3.7%，RR 为 0.090（95%CI：

[0.020, 0.399], p < 0.05）。 

结论  真实世界中 T2DM 患者接受 VM 二联治疗血糖达标且无耐受性事件的复合成功率高于 OD 二

联治疗，也高于 IM 二联治疗。而且 VM 二联治疗在降糖疗效及耐受性方面分别均优于 IM 二联治

疗。 

 
 

PU-0974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腹部脂肪沉积 

和血糖控制不佳及蛋白尿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汪龙,王正宜,丁林,黄小琳,陈颖,孙婉婉,林琳,黄亚,王珀,彭魁,陆洁莉,陈宇红,徐敏,王卫庆,毕宇芳,徐瑜,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目的  腹部脂肪组织在 2 型糖尿病的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关于其在糖尿病预后方面

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我们在上海社区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人群中，开展了一项探讨腰臀比与血

糖控制、早期肾病患病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10 年在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村抽取 40 岁以上的常驻居民

10375 人，并筛选出其中的既往诊断和新诊断糖尿病患者 1709 人作为研究对象。每位受试者均接

受标准化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包括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等在内的详细血液生化检查。 

结果  我们将腰臀比从低至高划为四等分。在校正多个混杂因素以后，随着腰臀比从第一至第四分

位每递增一个区间，空腹血糖≥126mg/dL、HbA1c≥7.0%和 HOMA-IR≥2.5 的风险分别增加 0.18 倍

（ OR=1.18 ， 95% CI: 1.06–1.30 ）、 0.21 倍（ OR=1.21,95% CI: 1.08–1.35 ）和 0.3 倍

（OR=1.30，95% CI: 1.16–1.46）。腰臀比和餐后 2 小时血糖≥200mg/dL 及肾小球滤过率

<90ml/min/1.73m2 之间不相关。在校正 HbA1c 以后，腰臀比和尿蛋白肌酐比值≥10.18mg/g 之间

仍具有正相关性[OR=1.14，CI95%:(1.02–1.27)]。腰臀比与性别或者腰臀比与体力活动之间对血糖

控制情况恶化和蛋白尿增加的风险均存在交互作用（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腹部脂肪增加是血糖控制情况恶化和肾脏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旨在减

少腹部脂肪的干预可能会使 2 型糖尿病患者额外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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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5 

丁酸可通过改善肠上皮屏障完整性减轻 2 型糖尿病内毒素血症 

 
高陈林 1,2,徐友华 2,郭恒利 2,黄炜 2,1,张雯倩 2,甘文俊 2,徐勇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澳门科技大学中医药学院 

 

目的  探讨肠菌代谢产物丁酸是否可以通过改善肠上皮屏障的完整性减轻糖尿病内毒素血症 

方法  体内：db/db 小鼠予以高脂饲料喂养，C57BL/6 小鼠作为正常对照，分组：正常组，DM 组，

DM+丁酸组（0.5 g/kg/d 灌喂），DM+二甲双胍组（药物对照），检测小鼠血糖、体重情况，喂养

5 周后测血生化，糖化等，HE 染色、免疫组化、ELISSA 及 Western-blot 检测肠上皮完整性和血

清 LPS 及炎症因子情况。体外：培养 caco2 细胞，给予 LPS 刺激，体外构建单层细胞肠上皮屏障

模型，MTT，ELISSA，免疫荧光等检测丁酸对肠上皮链接蛋白、炎症因子，扩膜电阻等的影响。 

结果  口服丁酸盐能显著降低 db/db 小鼠的 HbA1c 和血清炎性细胞因子及 LPS，同时减少肠道炎症

细胞浸润减少，改善肠上皮屏障完整性，增加肠上皮细胞间粘附分子。在 Caco-2 细胞中，观察到

丁酸能显著促进细胞增殖，降低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增强细胞抗氧化应激能力，并改善 LPS 破

坏的上皮单细胞完整性。 

结论  丁酸可通过改善肠上皮屏障完整性，减轻 2 型糖尿病的内毒素血症。 

 
 

PU-0976 

中国 40 岁以上成人中高甘油三酯血症 

-腰围表型与糖尿病前期的相关性研究 

 
赵坤,陈康,王海滨,吕朝晖,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在中国 40 岁以上成人中高甘油三酯血症 -腰围表型 (hypertriglyceridemic waist 

phenotype, HTGW 表型)与糖尿病前期的关系。 

方法  来自北京市古城、金顶街、老山三个社区的 12757 名既往无糖尿病或心脑血管疾病、未使用

调脂药物的 40 岁以上成年人被纳入本横断面研究，包括 4101 名男性和 8656 名女性。HTGW 表

型的定义包括 1. 男性：血清甘油三酯浓度≥1.7mmol/L，腰围≥90cm；2. 女性：血清甘油三酯浓度

≥1.7mmol/L，腰围≥80cm。所有参与者均进行了口服 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用于评估具有 HTGW 表型的人群存在糖尿病前期的风险。 

结果  12757 名参与者中 2330 名（18.3%）具有 HTGW 表型，3840 名（30.1％）为糖尿病前期患

者，其中 544 名（4.3%）为空腹血糖受损（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IFG），2608 名（20.4%）

为糖耐量异常（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IGT），686 名（5.4%）为同时具有 IFG 和 IGT。经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结果示：具有 HTGW 表型的人群与糖尿病前期显著相关（OR: 

1.70;  95％CI: 1.48-1.95）。当糖尿病前期按 IFG、IGT 和 IFG+IGT 分组分析时，结果示：HTGW

表型与 IGT 高度相关（OR: 1.83; 95％CI: 1.57-2.13）；然而，HTGW 表型与 IFG 的相关性未呈现

统计学意义（OR: 0.87; 95％CI: 0.65-1.17; P<0.05）。此外，仅在具有 HTGW 表型的女性人群中

观察到其同时患有 IFG 和 IGT 的风险比正常甘油三酯-正常腰围表型的女性人群高（OR: 1.83; 

95％CI: 1.28-2.62），而在男性人群中则不存在这一相关性（OR: 1.52; 95% CI: 0.98- 2.37; 

P<0.05）。 

结论  在我国 40 岁以上成年人中，具有 HTGW 表型的人群患 IGT 的风险明显增高。针对具有

HTGW 表型的人群，尤其是女性，仅通过检测空腹血糖不足以排除糖尿病前期的可能性，而应推

荐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以明确诊断。HTGW 表型可作为一种方便、实用、低成本的的筛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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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利于糖尿病前期，特别是 IGT 的早期诊断和干预，对进一步预防 2 型糖尿病的发生有重要意

义。 

 
 

PU-0977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类白血病反应 

 
张娟,肖珊,马瑞,阿勒滕齐齐格,蒋升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由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引起的类白血病反应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原则。在临床上熟练

掌握类白血病反应的相关知识，降低误诊率，避免过度检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由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引起的类白血病反应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相关文

献，对其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原则进行分析。 

结果  病例 1：入院时白细胞：45.5*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36.35*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79.9%，血清葡萄糖：42.75mmol/L,血酮体：3.8mmol/L，尿酮体：阳性（+++）；炎症相关

指标在正常范围内，无发热，可排除感染，经降糖、补液、纠酸等治疗后，复查白细胞：

8.67*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4.97*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57.3%，血清葡萄糖：

7.8mmol/L，血酮体、尿酮体均阴性。此患者类白血病反应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引起。病例 2：入

院查体：体温：38.9℃，扁桃体 II 度肿大，可见散在白色脓点，白细胞：48.85*10^9/L，中性粒细

胞计数：45.87*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3.9%，血清葡萄糖：22.08mmol/L,血酮体：

3.2mmol/L，尿酮体：阳性（+++），炎症指标偏高，一般细菌培养：肺炎克雷伯菌，血培养：化

脓性链球菌，存在感染，经积极抗感染、降糖、纠酸等治疗后血象即下降，复查白细胞：

10.45*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6.52*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2.4%，血清葡萄糖：

8.4mmol/L,血酮体、尿酮体均阴性；一般细菌培养：无菌生长。因此其发生类白血病反应的诱因除

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还有感染。引起类白血病反应的原因包括感染、肿瘤等，而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在临床上并不常见，此类患者有相似的临床特点：① 均为血糖控制不稳定而以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起病，病因明确。② 白细胞均增高，并以中性粒细胞系为主。③ 当原发病治愈后，其血象也迅

速下降，甚至恢复正常。④ 均请血液科专家会诊，虽未行骨髓穿刺，但经积极治疗原发病后白细

胞计数恢复正常，可排除白血病。 

结论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引起类白血病反应的机制尚不明确，当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白细胞明显

升高时，需警惕类白血病反应。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此类疾病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不

要轻易行骨穿等检查,避免给患者造成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应积极寻找原发病，早期诊断，及时治

疗，同时更应避免误诊。 

 
 

PU-0978 

糖尿病小鼠胰腺组织 Netrin-1 表达及意义 

 
李琦,谷庆炜,曹欣,李倩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糖尿病小鼠胰腺组织中 Netrin-1 的表达及探讨其在糖尿病发生过程中可能的作用。 

方法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模型组，应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分

别检测小鼠胰腺组织中 Netrin-1 mRNA 和蛋白的变化；在正常和异常葡萄糖浓度下培养大鼠胰岛

细胞瘤细胞（ins-1），MTT 检测细胞活性，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分别测定 Netrin-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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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糖尿病小鼠的胰腺组织内 Netrin-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增加，高浓度葡萄糖刺激 ins-1 细

胞上调 Netrin-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 

结论  糖尿病小鼠胰腺组织表达 Netrin-1 的水平增加，这与血糖异常相关，Netrin-1 可能参与糖尿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PU-0979 

围手术期血糖管理对糖尿病心脏手术术后 

健康结局影响的系统评价 

 
安平 1,王津京 2,金昕晔 1,陈康 1,母义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院 

 

目的  本研究对行心脏手术的糖尿病患者不同围手术期血糖管理策略与术后结局影响的现有研究进

行了荟萃分析。 

方法  在 Medline、Cochrane 图书馆，Web of Science，CENTRAL，EMBASE，万方数据，VIP

网上出版平台，中国知网（CNKI）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CBM）中，搜索糖尿病患者不

同血糖管理策略对术后结局影响的相关文章。此外，在相关综述的参考文献列表中进行手动搜索。 

结果  共检索到 4105 篇文献，最终有 10 篇文献（7 项 RCT 研究、3 项队列研究）纳入本荟萃分

析。本研究分析了宽松血糖管理策略（随机血糖>200mg/dL）、中度血糖管理策略（150mg/dL<随

机血糖<200mg/dL）、严格血糖管理策略（随机血糖<150mg/dL）对糖尿病患者的影响。结果发

现，与宽松血糖管理策略相比，中度血糖管理策略能够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术后的死亡的风险

（OR=0.45, 95%CI 0.33-0.63），但对糖尿病患者发生中风和房颤（OR=0.56 95%CI 0.3-1.04）

的风险无明显影响。另外，我们发现与中度血糖管理策略相比，严格血糖管理策略并不能减少糖尿

病患者发生死亡（OR=0.94 95%CI 0.44-2.01）、中风（OR=1.12 95%CI 0.29-4.37）、房颤

（OR=0.73 95%CI 0.51-1.06）的风险。 

结论  本荟萃分析的结果提示，与宽松血糖管理策略相比，行心脏手术的糖尿病患者将血糖控制在

150mg/dL-200mg/dL 时能够显著降低术后的死亡风险。然而更为严格的血糖管理策略并不能带来

更大的收益，且有可能带来更高的低血糖风险进而带来更高的死亡风险。尽管本研究中尚存在一些

混杂因素因此降低了证据的质量，但仍然对行心脏手术的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血糖管理策略的选择

有所价值。 

 
 

PU-0980 

初发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泵强化治疗的临床疗效分析 

 
阿布都肉苏力·买买提,艾热提·麦麦提 

墨玉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初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泵强化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口服降糖药物二甲双孤口服，每天 1.5 - 2.0g,餐前服用。观察组患者同时给

予胰岛素泵输注诺和锐实施短期强化治疗，每天 0.5—1.OU/kg，空腹血糖控制 6. 1mmol/L 以下，

餐后血糖控制在 7.8nmiol/L 以下，维持时间为 14d。同时给予两组患者控制饮食、适当运动等指

导。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水平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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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治疗前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水平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和

对照组治疗后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水平分别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试验

组治疗后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水平分别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结论  糖尿病患者血糖持续处于较高的水平，可影响胰岛素转录因子活性，使胰岛素基因表达下

调，从而抑制胰岛 β 细胞的分泌功能，损伤胰岛 β 细胞，降低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1］。在起

病早期阶段，胰岛 β 细胞的饱吐能力和胰岛素存储能力均会到受到损伤，细 

胞分泌功能发生障碍，然而细胞对葡萄糖的敏感性是一过性的受损，是一个可逆的过程［3］。如

果长期没有采取治疗措施，会导致胰岛 β 细胞结构破坏和细胞凋亡，造成不可逆转的胰岛 β 细胞损

害，从而导致血糖持续性升高［4］。因此对于初发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应进行胰岛素强化治疗，今

早改善患者代谢功能，是保护胰岛 β 细胞的正常分泌功能的关键 

 
 

PU-0981 

肱踝脉搏波速度和体重指数水平对糖尿病 

合并高血压发生风险的独立和联合作用 

 
王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肱踝脉搏波速(brachial-ankle pulse wave velocity, 

baPWV)预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发生风险的联合效应。 

方法  于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开展，研究对象主要为 40 岁以上的北京居民。经过平均

3.25±1.14 年的随访，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10 月进行第二次现场随访调查。根据纳排标准，

最终共有 2222 人纳入本项研究。以第二次现场随访调查时新发糖尿病合并高血压作为本次研究的

终点。用累积发生风险 Kaplan–Meier 曲线和 Cox 回归模型预测分析 baPWV 和 BMI 水平

（BMI<25kg/m2，BMI≥25kg/m2）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发生风险的联合效应。 

结果  本项研究总共纳入 2222 名参与者，以 baPWV 低于四分位数（Q1-Q3）为参照组，baPWV

位于最高四分位数对新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 hazard ratio (HR) 值在未校正的模型，模型Ⅰ和模型

Ⅱ分别为 4.1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14, 8.09), 2.52 (95% CI 1.10, 5.78), 2.45 (95% CI 

1.05, 5.70), P <0.05。基线 baPWV (Q1–Q3 vs Q4)和 BMI 水平共同预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发生风

险，在未校正模型，模型Ⅰ和模型Ⅱ中的 HR 值分别为 11.50 (95% CI 4.5, 29.9),4.20 (95% CI 1.4, 

13.1), 4.30 (95% CI 1.4, 13.3),P <0.05。 

结论  baPWV 与 BMI 水平共同预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发生风险的效应优于独立效应，BMI≥25 

kg/m2 且 baPWV 在较高水平的人群发生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风险显著增加。 

 
 

PU-0982 

支链氨基酸通过 JNK-PPARα-NF-κB 通路影响 2 型糖尿病合并

非酒精性脂肪肝氧化应激的作用及机制 

 
张秀娟,韩文霞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大量存在，其机制未明，并且治疗尚缺乏有效的方法。

目前，大量研究证明氧化应激在其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我们的前期研究中发现支链氨基酸能

够改善糖尿病大鼠氧化应激，从而对胰岛细胞功能起到保护作用。那么究竟是否支链氨基酸对 2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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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存在抗氧化应激作用及具体机制如何，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国内外研

究很少，另外，关于其可能机制的国内外还尚未清楚报导。 

方法  因此本课题拟建立 2 型糖尿病合并 NAFLD 模型，并采取 HepG2 及原代肝细胞培养，分别从

体内及体外两方面研究氧化应激是否通过 JNK-PPARα-NF-κB 通路影响肝脏功能，并且更进一步研

究支链氨基酸对 2 型糖尿病合并 NAFLD 氧化应激的作用，并研究是否支链氨基酸是否通过 JNK-

PPARα-NF-κB 通路发挥作用，从而深入了解支链氨基酸在此治疗方面的初步作用。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组小鼠血糖、 血脂、转氨酶、游离脂肪酸、 胰岛素均明显升高，并且

ROS 表达也明显升高，JNK、PPARα 及 NF-κB 蛋白及 mRNA 表达均明显升高，给予支链氨基酸

处理后，其各项指标均获得明显改善。 

结论  支链氨基酸可以有效改善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氧化应激指标，并且其影响可能通

过 JNK-PPARα-NF-κB 通路。 

 
 

PU-0983 

女性糖尿病患者中生育次数和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相关性研究 

 
王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低生育率导致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中国女性高血压或糖尿

病患者的生育次数与动脉粥样硬化进展之间的关系。 

方法  于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开展，研究对象主要为 40 岁以上的北京女性居民。本研究采

用了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了北京地区的包括老山，金顶街和古城进行了第一次基线调查。经

过平均 3.25±1.14 年的随访，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10 月进行第二次现场随访调查。根据纳排

标准，最终共有 1159 人纳入本项研究。以第二次现场随访调查时肱踝脉搏波速(brachial-ankle 

pulse wave velocity, baPWV)的增加作为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提示指标。应用逻辑回归分析探索在

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女性人群中，生育次数和动脉粥样硬化进展间的关系。 

结果  逻辑回归分析显示: 充分校正混杂因素后，在患有糖尿病的女性人群中，随着生育次数的增

加，动脉粥样硬化进展风险明显增加。在患有糖尿病的女性人群中，与只生育过一次的人群相比，

生育两次的人群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增高[3.1(95% confidence interval 1.3, 7.2)]。与只生育过一次

的人群相比，生育次数大于等于三次的人群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明显增加  [4.1 (95% CI 1.2, 

14.3)]。但是，在患有高血压的女性人群中，生育次数和动脉粥样硬化进展风险没有明显的相关

性。 

结论  生育次数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具有相关性。在糖尿病女性人群中，生育次数越多，动脉硬

化进展的风险越高。 

 
 

PU-0984 

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症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上官海燕,欣冰 

南京市中心医院 

 

目的  糖尿病患者骨折的风险高于正常人，患者体内长期处于高胰岛素、高血糖状态，以及肥胖、

炎症等因素，抑制成骨细胞以及激活破骨细胞，骨形成速度减缓，骨吸收增加，引起骨密度降低，

导致骨质疏松，进而骨折风险增加。探讨老年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合并

骨质疏松(osteoporsis,OP)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DPX-NT)测定 300 例住院 T2DM 患者，.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

数(BMI);测定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 C 肽（FCP）等，测定患者的正位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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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L2-L4）、左侧股骨颈及 Ward 三角区的 BMD（g/cm2）；按 BMD 分为骨量正常、骨量减少

及骨质疏松组，比较三组之间年龄、性别、BMI、FPG、FCP、HbA1c 等；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老年糖尿病人群骨质疏松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OP 组及骨量减少组女性比例、年龄均高于骨量正常组(P＜0.05),BMI 低于骨量正常组(P＜

0.05).OP 组及骨量减少组与骨量正常组比较 (P＜0.05),FPG、HbA1c 高于骨量正常组 (P＜

0.05),FCP 水平低于骨量正常组(P＜0.05)；将上述结果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低

FC-P 水平、高 HbA1c、低 BMI 与 T2DM 合并骨质疏松有相关性。  

结论  血糖控制不佳的高龄、低空腹 C 肽水平、低 BMI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更易出现骨量减少及骨质

疏松症。 

 
 

PU-0985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 

血清 Asprosin 水平变化及影响因素 

 
李昊翔,袁国跃,徐梦娇,袁婧,丁艺,尹卫,杨玲,王东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血清 Asprosin 水平变化及

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单纯 T2DM 患者 50 例，T2DM 合并 NAFLD 者 46 例，用 ELISA 检测两组 Asprosin 水

平，并计算体质指数（BMI）、腰臀比(WHR)、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和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结果  T2DM 合并 NAFLD 组血清 Asprosin 水平高于单纯 T2DM 组（P<0.01）。相关分析发现，血

清 Asprosin 浓度与 T2DM 病程、BMI、甘油三脂(TG)、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呈正相关。

T2DM 病程为血清 Asprosin 水平的独立相关因素。随着血清 Asprosin 水平增高，NAFLD 在 Q1、

Q2、Q3 组的患病率逐渐升高（37.50％ vs 43.75％ vs 62.50％，P<0.05）， T2DM 病程、甘油三

酯(TG)、AIP 逐渐升高（P<0.05 或 P<0.01）。 

结论  T2DM 合并 NAFLD 患者血清 Asprosin 水平增高，提示 Asprosin 可能在 T2DM 合并 NAFLD

的发生、发展中起一定的作用。 

 
 

PU-0986 

缬沙坦辅助血管保护剂治疗高龄糖尿病 

肾病患者近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探讨 

 
陈诚,雷涛,朱近悦,申甜,沙雯君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在病程长、病

情重及伴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中较为多见，患者可进展为慢性肾衰竭，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因[1]。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推进，DN 的患病人数逐渐增多，其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治疗不及时

会导致肾脏功能出现不可逆的病变，致残率和致死率较高研究缬沙坦联合贝前列素钠治疗高龄糖尿

病肾病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高龄 DN 患者 120 例。纳入标准：①患

者均符合 DN 的诊断标准，MOGENSEN 分期Ⅲ期；②患者年龄均≥70 岁；③患者治疗依从性良

好；④患者近期未服用过缬沙坦或贝前列素钠；⑤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原发性及

继发性肾疾病的患者；②合并精神疾病的患者；③合并泌尿系统感染、肾炎的患者；④合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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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肝等疾病的患者；⑤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的患者。用随机数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联合贝前列素钠，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加用缬沙坦。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肾功能指标、尿微量蛋白指标和安全性。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显效例数为 27 例（45.00%），有效例数为 30 例（50.00%），总有效率为

95.00%，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78.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肾功能指标水平相近（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BUN、CysC、Scr 和 Hcy 水平均明显下

降，实验组患者的上述指标水平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尿微量

蛋白指标水平相近（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ACR、MAU、β2-MG 和 UAER 水平均明显下

降，实验组患者的上述指标水平更低（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相近（P＞

0.05）。 

结论  缬沙坦联合贝前列素钠不仅可以减轻高血压对肾脏的损害，还能减轻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对

肾脏的损害。缬沙坦联合贝前列素钠可以明显提高高龄 DN 患者的临床疗效，可以改善患者的肾功

能，减轻尿蛋白，安全性较好，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0987 

黄秋葵醇提物槲皮素和异槲皮苷对肝细胞糖异生 

及 AMPKα 磷酸化影响 

 
陈琳,谢秀英,雷涛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黄秋葵醇提物槲皮素和异槲皮苷对肝细胞糖异生及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

（PEPCK）、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ase）影响并初步探讨其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原代肝细胞，以乳酸和丙酮酸为糖异生底物，予不同浓度槲皮素、异槲皮苷干

预 24h 后，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培养液上清葡萄糖浓度；RT-PCR 检测 PEPCK、G6Pase 以及

AMPKα 的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总 AMPKα 及 AMPKαThr172 磷酸化水平。  

结果  上清葡萄糖浓度比较，空白组（C 组）为 55.17±8.03μM ，乳酸与丙酮酸培养组（GN 组）较

C 组葡萄糖浓度显著升高（179.50±31.85, P<0.01）；予槲皮素和异槲皮苷干预后， 80μM 槲皮素

组（80Q 组）、80μmol/L 异槲皮苷组（80I 组）上清葡萄糖浓度显著低于 GN 组（139.50±21.29, 

124.62±24.3μM , P<0.01）。PEPCK、G6PaseAMPKmRNA 相对表达量比较，GN 组 PEPCK、

G6Pase 较 C 组表达显著升高（31.53±2.13, 28.41±1.68, P<0.01）；80Q 组和 80I 组 PEPCK 表达

较 GN 组显著下降（28.21±3.21, P<0.05; 27.07±2.13, P<0.01）、G6Pase 表达较 GN 显著下调

（26.58±3.31, 24.94±2.23, P<0.05）。Western blot 显示 80Q 组和 80I 组 AMPKαThr172 磷酸化

水平均较 GN 组增加。 

结论  黄秋葵醇提物槲皮素和异槲皮苷呈剂量依赖抑制体外培养原代肝细胞糖异生及其关键酶基因

转录；AMPKαThr172 磷酸化可能与槲皮素和异槲皮苷抑制糖异生机制有关。 

 
 

PU-0988 

维格列汀可减少胰岛素治疗中无症状性低血糖事件的发生 

 
黄云鸿,章志建,丁晓颖,王育璠,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中加用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维格列汀，能否减少低血糖包括

无症状性低血糖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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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60 例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联用维格列汀 30 例）和对照组（不联

用维格列汀或其它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 30 例），观察治疗 3 周前后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的变化，

比较二组 3 周内发生低血糖（包括无症状性低血糖）的人数和事件数. 

结果  3 周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空腹血糖分别下降 1.37±0.39（P<0.05）和 1.24±0.32（P<0.05），

二组间下降程度无差异（P>0.05）。餐后 2 小时血糖分别下降 5.02±0.80（P<0.05）和 4.40±0.70

（P<0.05），但二组间下降程度亦无差异（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发生低血糖的总人数（17

例对 19 例），包括无症状性低血糖的人数（10 例对 16 例）均无差异（P>0.05）。研究组和对照

组总低血糖事件数（32 次对 48 次）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研究组无症状性低血糖事件数明

显少于对照组（14 次对 27 次）（P<0.05）。回归分析显示无感知低血糖事件的发生与糖尿病病程

（P<0.01）和研究组别（P<0.05）相关，而年龄、性别、eGFR、C 肽水平和糖化血红蛋白均未进

入方程。 

结论  在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联用维格列汀能改善血糖控制，并且减少无症状性低血

糖事件的发生。 

 
 

PU-0989 

中老年人群维生素 D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研究 

 
钟铭旺,关聪会,赵楠,王欣,王艺媛,李玲,李琼,尹鸿涛,甄东户,傅松波,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中老年糖尿病人群 25-羟维生素 D[25(OH)D]的营养状况，并分析其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

性。 

方法  利用“REACTION”研究的甘肃地区基线资料，选取其中符合条件的糖尿病居民共 2178 例作为

研究对象，提取与本研究相关的调查问卷内容、体格检查和生化检测项目。以血清 25OHD 浓度将

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分为：维生素 D 缺乏组（25OHD＜20ng/ml）、维生素 D 不足组（20≤25OHD

＜30ng/ml）、维生素 D 充足组（25OHD≥30ng/ml）；按照单次晨尿标本测定尿白蛋白与尿肌酐比

值（ACR）将 DM 患者分为：正常蛋白尿组（ACR＜30mg/g）、微量白蛋白尿组（30mg/g≤ACR

＜300mg/g）、大量白蛋白尿组（ACR≥300mg/g）。统计并分析该人群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及其与

患者晨尿尿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ACR）的关系。 

结果  （1）入组本研究的糖尿病居民中男性 820 例（37.6%）、女性 1358 例（62.4%），平均年

龄（ 60.9±8.1）岁、BMI 为 24.85±3.28kg/m2。（ 2）研究对象血清 25OHD 平均水平为

16.62±7.93ng/ml，维生素 D 缺乏、不足、充足率分别为 74.0%、23.2%、2.8%。（3）本研究对

象中，糖尿病肾病患者的维生素 D 缺乏率为 79.7%，糖尿病肾病组相比于正常蛋白尿组，平均年

龄更大，FPG、2hPG、HbA1c、血脂（TC、TG）水平以及 SBP 更高，而肾小球滤过率及血清

25OHD 水平明显下降（P 均＜0.05）。（4）偏相关性分析显示，ACR、eGFR、DN 与 25OHD 均

呈负相关。（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将维生素 D 非缺乏（25OHD≥20ng/ml）设为参照，糖尿

病肾病患病率为因变量，仅调整年龄和性别，维生素 D 缺乏组的糖尿病肾病患病风险增加

（OR=1.447，P=0.001）；在上述基础上，调整 BMI、SBP、FPG、2hPG、HbA1c、TC、TG 等

混杂因素后，维生素 D 缺乏仍能增加糖尿病肾病的患病风险（OR=1.405，P=0.003）；最后，进

一步去除高血压、吸烟等因素，维生素 D 缺乏仍能增加糖尿病肾病的患病风险（OR=1.392，

P=0.004）。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与糖尿病肾病有相关性，维生素 D 缺乏会增加糖尿病肾病的患病风险，是糖尿

病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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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0 

达格列净保护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变的临床观察 

 
刘叶美 

芜湖二院 

 

目的  探讨达格列净在控制血糖平稳基础上，观察其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变（CKD）

的保护作用 

方法  明确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病程大于 5 年，合并有持续微量白蛋白尿，合并有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共入选 48 例患者，随机分成达格列净干预组（SG）和对照组（CG）,SG 组降糖方案换

用达格列净 10mg/d，CG 组继续原来降糖方案，3 月后监测糖化血红蛋白，根据糖化血红蛋白结果

调整两组治疗药物剂量，两组糖化血红蛋白均<7%后，继续干预 6 月。每月监测空腹血糖，分别于

继续干预前、继续干预 3 个月及继续干预 6 个月监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胱抑素-C(Cys-C)、

肾小球滤过率（GFR）、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 

结果  在继续干预 6 个月结束后，两组血糖、HbA1c 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与 CG 组相比，

SG 组 Cys-C 及 UACR 显著下降，GFR 显著上升，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达格列净可减少蛋白尿，改善肾小球滤过功能，该保护作用不依赖于降糖作用 

 
 

PU-0991 

Vaspin 对胰岛素抵抗大鼠肝脏、骨骼肌 

和脂肪组织 NF-κB 炎症信号通路的影响 

 
段瑞雪 1,刘师伟 2,吴亚茹 1,张佳新 1,郭胜慧 1,汪湄湄 1,李欣 3,张琦 1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大医院 

3.太原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Vaspin 对胰岛素抵抗大鼠肝脏、骨骼肌和脂肪组织 NF-κB 炎症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30 只 8 周龄雄性 SD 大鼠，适应性喂养一周后，随机分为正常组（NC 组，n=10）和模型组

（n=20）。正常组喂以正常饲料，模型组以高脂饲料喂养 16 周建立胰岛素抵抗模型。胰岛素抵抗

大鼠随机分为高脂组（HFD 组，n=10）和 320ng/ml Vaspin 干预组（HFD+Vaspin 组，n=10）。

HFD+Vaspin 组大鼠经腹腔注射 Vaspin 蛋白溶液，每日 1 次，干预 8 周，NC 组和 HFD 组分别给

予相应体积的生理盐水。干预结束后称重并留取血标本，检测大鼠血清中空腹血糖（FBG）、空腹

胰岛素（FINS）、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介素 6

（IL-6）水平，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和胰岛素耐受性试验（ITT）评估大鼠糖耐量及胰

岛素耐受性，行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试验评估外周组织胰岛素敏感性。处死大鼠，留取肝脏、

骨骼肌以及脂肪组织，采用 Western blot、RT-PCR、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NF-κB 炎症通路信号分子

表达水平。   

结果  与 NC 组相比，HFD 组大鼠体重增加，血清 FBG、FINS、TG、TC、TNF-α、IL-6 浓度显著

升高（P<0.05），Vaspin 干预后，血清 FBG、FINS、TNF-α、IL-6 浓度降低（P<0.05），而体

重、TG、TC 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与 NC 组相比，HFD 组大鼠 OGTT 和 ITT 曲线下面积

明显增加（P<0.05），而 Vaspin 干预后 OGTT 和 ITT 曲线下面积降低（P<0.05）；高胰岛素-正

葡萄糖钳夹试验结果显示，HFD 组大鼠稳态下的 GIR 较 NC 组显著降低（P<0.05），

HFD+Vaspin 组大鼠稳态下的 GIR 较 HFD 组明显增加（P<0.05）；HFD 组大鼠肝脏、骨骼肌以及

脂肪组织中 p-IκBα 与 IκBα 蛋白比值、核内 p-NF-κB p65 蛋白以及下游炎性因子 TNF-α、IL-6 

mRNA 水平较 NC 组均明显增加（P<0.05），而 Vaspin 干预后均明显降低（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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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Vaspin 可以作用于胰岛素抵抗大鼠的肝脏、骨骼肌以及脂肪组织的 NF-κB 信号通路，抑制炎

症，从而改善大鼠胰岛素抵抗。 

 
 

PU-0992 

Irisin、Betatrophin 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 相关性研究 

 
汪湄湄 1,刘师伟 2,段瑞雪 1,吴亚茹 1,张佳新 1,郭胜慧 1,李欣 3,张琦 1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大医院 

3.太原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Irisin、Betatrophin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 型糖尿病患者 90 例，依据尿微量白蛋白与肌酐比值（ACR）评价肾脏情况，分为正

常白蛋白尿组（ACR<30mg/g）、微量白蛋白尿组（ACR 30-300mg/g）、大量白蛋白尿组

（ACR>300mg/g），每组各 30 例；另选取 30 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测量身高、体重、腰

围、臀围、血压等体测指标，计算体质量指数（BMI）和腰臀比（WHR）。检测各组血清 Irisin、

Betatrophin、空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甘油三酯

（TG）、血肌酐（Scr）、尿素氮（BUN）等生化指标，计算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比较 4 组间 Irisin、Betatrophin 水平及与上述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2 型糖尿病各组 HDL-C、Irisin 较健康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而 BMI、腰围、WHR、

收缩压、HbA1c、FBG、HOMA-IR、TG、LDL-C、ACR、Betatrophin 明显升高（P<0.05）。随

着 ACR 增加，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清 Irisin 水平逐渐下降（P<0.05），Betatrophin 水平逐渐增加

（P<0.05）。糖尿病合并异常白蛋白尿患者血清 Irisin 水平与 BMI（r= -0.385）、WHR（r= -

0.422）、HbA1c（r= -0.427）、TG（r= -0.476）、BUN（r= -0.470）、Scr（r= -0.530）、ACR

（r= -0.347）呈负相关（P<0.05），与 HDL-C（r= 0.866）呈正相关（P<0.05）。Betatrophin 与

WHR（ r= 0.741）、HbA1c（ r= 0.537）、HOMA-IR（ r= 0.453）、Scr（ r= 0.392）、ACR

（r= 0.550）呈正相关（P<0.05），与 LDL-C（r= -0.294）呈负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显示，影响糖尿病肾病患者 Irisin 水平的主要因素为 HbA1c、TG、ACR、BUN（P<0.05）；

Betatrophin 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WHR、LDL-C、ACR、Scr（P<0.05）。 

结论  血清 Irisin、Betatrophin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可能参与了糖尿病肾病的

发病过程。 

 
 

PU-0993 

糖尿病的护理 

 
马景玲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目的  糖尿病是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其并发症发生率高，危害大，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

因此，进行糖尿病护理，使患者提高自我保健意识掌握自我保健技能，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积极配

合参与糖尿病的康复治疗，是十分重要的 

方法  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是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足的护理，每天检查足部有无破溃，

洗脚时水温不可超过 37 摄氏度，穿透气宽松棉袜，修剪指甲时不可过短，以防感染。视网膜病变

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眼病，造成视力下降或失明。预防中应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定期检查，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使用电脑手机时应注意用眼时间。 

结果  糖尿病的护理是十分重要的，有效的护理可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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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的治疗不只是单纯的控制血糖，尿糖指标。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合理饮食，科学锻

炼，完全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PU-0994 

艾塞那肽治疗 24 周对 2 型糖尿病伴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 

肝脏脂肪含量影响的一项随机开放标签多中心临床研究 

 
刘琳,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对伴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采用艾塞那肽或甘精胰岛素治疗 24 周，比

较艾塞那肽降低肝脏脂肪含量（MRS 下)的程度是否优于甘精胰岛素治疗组。 

方法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开展，时间为 2015 年 5 月到 2017 年 11 月，实验性质为随机、开放标签、平行组、对

照、多中心临床试验。共纳入 76 名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入组前 1 个

月内未服用任何影响肝脏脂肪含量的药物。受试者随机分成 2 组，分别皮下注射艾塞那肽与甘精胰

岛素 24 周。收集历史信息、人口学信息、既往史、人体测量参数及生化参数，采用质子磁共振波

谱分析（1H MRS）测定治疗前后腹部脂肪含量和肝脏脂肪含量。 

结果  艾塞那肽组和甘精胰岛素组受试者均为 38 名。基线上，两组的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脂

肪肝病程、BMI、腰围、FPG、2hPG、HbAlc、空腹 C 肽、餐后 30 分钟及 2 小时 C 肽、TG、

TC、HDL-C、LDL-C 在两组之间都无差异（p>0.05）。内脏脂肪含量、皮下脂肪含量、肝脏脂肪

含量在艾塞那肽治疗组中分别为 237±103cm2、302±102 cm2、42±17%，在甘精胰岛素治疗组中

分别为 218±60 cm2、298±100cm2、35±14%。三个指标在两组之间无差异（p>0.05）。治疗后，

内脏脂肪含量、皮下脂肪含量、肝脏脂肪含量在艾塞那肽组中分别为 193±80cm2、274±114cm2、

25±12%，在甘精胰岛素组中分别为 210±64cm2、300±121cm2、25±13%。艾塞那肽治疗组的内

脏脂肪含量及肝脏脂肪含量都明显下降，甘精胰岛素组中肝脏含量明显下降（p<0.05）。艾塞那肽

组相比甘精胰岛素组，其 BMI、腰围、2hPG、HbAlc、LDL-C 明显降低（p<0.05），餐后 30 分钟

及 2 小时 C 肽明显升高（p<0.05）。两组之间的 FPG、TG、TC、HDL、空腹 C 肽、ALT、

AST、GGT 无差异（p>0.05）。两组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低血糖事件和不良事件的比例相似，组间

无统计学差异。艾塞那肽组中有一例严重不良事件（脑梗塞住院），但与试验药物应用无关。 

结论  艾塞那肽和甘精胰岛素治疗都能安全有效地降低 2 型糖尿病伴 NAFLD 患者的肝脏脂肪含

量。此外，艾塞那肽治疗也能减少内脏脂肪含量。 

 
 

PU-0995 

UCP-2 基因启动子区- 866A/G 多态性 

与中国青海回族 2 型糖尿病的关系 

 
王贝贝,罗玮,姚勇利 

青海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UCP-2 基因启动子区- 866A/G 多态性与青海回族 T2DM 的关系。 

方法  收集出生青海并世居本地的无亲缘关系的回族 T2DM 患者 120 例（男性 70 例，女性 50 例）

作为糖尿病组，同时选择出生青海长大的无亲缘关系的年龄、性别相近的回族健康人 100 例为正常

对照组(男 60 例，女 40 例)。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及相关生化指标结果，针对 DM 组

行葡萄糖耐量试验及同步胰岛功能测定，并通过多聚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分析(PCR-

RFLP)方法检测青海回族正常人群和青海回族 T2DM 人群 UCP-2 基因启动子区- 866A/G 基因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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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频率，行统计学分析研究对象 UCP-2 基因启动子区- 866G/A 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与 2 型

糖尿病相关指标的关系。 

结果  （1）NC 组与 DM 组之间 A/A、A/G、G/G 三种基因型频率分布以及等位基因 A、G 频率分

布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 c2=7.829，P=0.005；c2=8.252，P=0.004）；相较于 G/G 基因型

（ OR=1 ） ， A/G （ OR=1.960 ， 95%CI ： 1.010~3.692 ） 、 A/A （ OR=2.842 ， 95%CI ：

1.334~6.054）基因型的 T2DM 发病风险较大，其中 A/A 基因型的发病风险最高；相较于等位基因

G（OR=1），等位基因 A（OR=1.743，95%CI：1.192~2.549）的 T2DM 的发病风险较大。

（ 2 ） 在 DM 组 中 ， 自 A/A 、 A/G 、 G/G 三 者 间 HbA1c 呈 现 从 高 到 低 趋 势

（ 8.03±0.62 ％  vs 7.98±0.97 ％  vs 7.39±0.80 ％ ） ， HOMA-β 具 有 从 低 到 高 趋 势

（44.11±32.64 vs 49.83±31.04 vs 56.17±30.08），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HbA1c、HOMA-β 在 A/A 与 G/G 基因型间具有显著差异（P＜0.05）；（3）HbA1c（t=3.122，

P=0.003）、TG（t=3.463，P=0.001）、UCP-2-866A/G 基因多态性（t=2.969，P=0.004）成为

了 2 型糖尿病的重要影响因素。 

结论  1、UCP-2 基因启动子区-866A/G 多态性与中国青海回族人群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具有相关

性；2、在青海回族人群中，含 A 基因型发生 T2DM 的风险性较高，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降低了胰岛

β 细胞的分泌功能。 

 
 

PU-0996 

SGLT2 抑制剂相关的正常血糖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病例 1 例并文献复习 

 
南敏,纪立农,张晓梅,柴三葆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急性并发症之一，如未能及时治疗，疾病进展迅速，死

亡率高。SGLT-2 抑制剂作为国内新上市的新型降糖药，主要机制为通过减少近端肾小管对葡萄糖

的重吸收，促进尿糖排泄，从而降低血糖。目前国外有关于 SGLT2 抑制剂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DKA)的报道，且部分患者发生 DKA 时血糖水平正常或轻度升高，容易被忽略，需要引起重视，

国内尚无该类病例报道。 

方法  本文报道 1 例 SGLT2 抑制剂相关的正常血糖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病例，并对国外相关文献报

道进行回顾、总结。 

结果  本文报道了 1 例 SGLT2 抑制剂相关的正常血糖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病例，中年女性，初发 2

型糖尿病，服用 SGLT2 抑制剂、二甲双胍后出现腹胀，停用二甲双胍症状加重，出现恶心、呕吐

胃内容物、纳差、腹胀、腹痛，无其他不适，无发热，经血气分析、尿常规证实为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当时查指血空腹血糖波动于 6-7mmol/L，餐后血糖 5.6-8.2mmol/L，静脉随机血糖 8mmol/L。

随后患者出现发热，血常规：白细胞：16.84(109/L)，中性细胞百分比：86.5(%)。泌尿系 CT：双

肾结石，右输尿管结石。考虑存在”泌尿系感染，泌尿系结石，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予停 SGLT-2

抑制剂，补液、纠酸、胰岛素降糖，抗感染等治疗后症状好转，复查血气分析 PH 7.5-7.44，

HCO3- 15.3-22.4mmol/L。血常规正常，尿酮体、白细胞(-)。患者病情平稳后调整血糖逐渐恢复正

常。国内目前尚无 SGLT2 抑制剂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病例报道。回顾国外以往文献报道，总

结特点如下：回顾 2015-2018 年国外部分文献，总结 157 例 SGLT2 相关酮症酸中毒患者，感染、

手术、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减少患者占比例较大。其中某研究总结 51 例 SGLT2 抑制剂相关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25 例为 2 型糖尿病，71%患者血糖正常。其中一项包含 13 例患者的研究中，2 例因

血糖正常被忽略，6 例未意识到与 SGLT2 抑制剂的关系。 

结论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作为 SGLT-2 抑制剂少见的严重副作用，因 SGLT-2 抑制剂开始普遍应用

而被越来越多报道，认识到血糖正常或轻度升高的情况下亦可以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对及时诊治

及正确应用 SGLT-2 抑制剂的优势降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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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7 

糖尿病足护理单的临床应用 

 
姜波,李恪,程婷婷,杨崴,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护探讨糖尿病足护理单对糖尿病患者足部评估与护理指导的效果及意义。 

方法  应用糖尿病足护理单由责任护士对 58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足部进行评估，发现有糖尿病足

危险因素的患者 328 例，占 56．6％。 

结果  采取糖尿病足护理单的护理措施，对患者存在的足部危险因素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护理干

预。结果住院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危险因素的筛查率达 100％。责任护士对糖尿病足危险因素的筛

查技能掌握率达 100％。糖尿病患者掌握糖尿病足预防护理知识，改变不良生活行为。 

结论  糖尿病足护理单的临床应用，能够及时发现患者存在的糖尿病足危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护理

措施，操作方法简单，值得在临床推广。 

 
 

PU-0998 

糖尿病早期护理干预与信息支持对糖尿病患者不确定感的影响 

 
李恪,王洋,姜波,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比较糖尿病早期护理干预及信息支持与常规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不确定感的影响。 

方法  2009 年 4 月～10 月在我院住院的糖尿病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

者只接受病房护士日常的信息支持和健康教育。对研究组患者提供日常信息支持的同时，进行集体

化和个性化的护理干预。进行住院患者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干预前后的评分比较。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进行 MUIS 干预前后的评分比较，研究组 MUIS 得分低于对照组得分。 

结论  积极的给予信息支持护理干预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提高患者的生活水平，减

少心理应激，增强社会支持程度具有良好的帮助作用。 

 
 

PU-0999 

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李晓东,原月,赵芳菲,杨崴,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600 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300 例)和对照组

(300 例)。观察组采用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对照组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分

别评价两组患者用药依从性、饮食治疗、运动锻炼、自我监测等方面。 

结果  观察组采用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后患者用药依从性、饮食治

疗、运动锻炼、自我监测等自我效能状况经统计学分析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充分调动病人

的主观能动性，使其积极配合治疗，有利于疾病控制达标，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提高病人

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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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0 

血浆网膜素-1 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研究 

 
王贝贝,姚勇利 

青海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网膜素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探讨其与 2 型糖尿病肾病起始和进展可能相关联的

机制。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因 2 型糖尿病（T2DM）前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就诊的 70 例患者作为糖尿病组(DM 组)，并根据尿白蛋白排泄率 (UAER)将其区分为糖尿病肾病

（DN）的不同阶段，共 3 个亚组：正常白蛋白尿组(NUAlb 组)、微量白蛋白尿组(MUAlb 组)和临床

白蛋白尿组(CUAlb 组)，同期选择健康体检者共 2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NC 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ELISA)检测受试者血浆 Omentin-1 水平，同时测定血压、体重指数(BMI)、血脂、糖化血红蛋白

(HbA1c)、血清肌酐(Scr)等相关临床指标，分析血浆 Omentin-1 与各代谢指标的关系。 

结果   （1）NUAlb 组、MUAlb 组及 CUAlb 组血浆 Omentin-1 水平均明显低于 NC 组

(20.41±6.66ng/ml vs 15.16±6.39ng/ml vs 10.37±5.60ng/ml vs 27.03±5.94ng/ml，P＜0.01)，糖尿

病各组间 Omentin-1 水平表现为 CUAlb 组＜MUAlb 组＜NUAlb 组（P＜0.05）；（2）血浆

Omentin-1 与病程、SBP、DBP、WHR、BMI、HbA1c、Scr、BUN、UA、TC、TG、组别呈显著

负相关，与 HDL-c 呈显著正相关（P＜0.05），而与年龄、性别、LDL-c 无显著相关（P＞

0.05）；（3）WHR（t=-3.423，P=0.001）、TG（t=-3.463，P=0.001）、HbA1c（t=-3.122，

P=0.003）、Scr（t=-2.448，P=0.017）、组别（t=-2.969，P=0.004）成为了网膜素的重要影响因

素。 

结论  1、血浆 Omentin-1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2、血浆 Omentin-1 水平与 2 型

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并可能参与了 2 型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脂代谢紊乱，

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病变程度密切相关。 

 
 

PU-1001 

糖尿病患者心理护理 

 
梁婷婷,杨崴,梁琳琅,原月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糖尿病患者因长期服药，对并发症的担心，低血糖症状及各种并发症产生的恐惧、焦虑等不

良心理负担，对生活易失去信心，产生消极、失望、易怒、烦躁等心理特点，从而影响血糖波动、

睡眠和食欲。护士应积极主动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定期进行家庭探视，耐心听取患者提出的问题，

向患者解释病情，消除患者的顾虑，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安慰，树立其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

治疗。 

方法  糖尿病干预的主要健康教育内容: 

1.糖尿病基础知识的宣教让患者了解什么是糖尿病、导致糖尿病的患病因素、糖尿病容易导致哪些

并发症、戒烟限酒的必要性。 

2.了解糖尿病饮食治疗的必要性 每日总热量的摄入量、合理的膳食制度、定时定量、少食多餐,宜

进食各种新鲜清淡蔬菜及豆类、低脂、富蛋白、适量纤维素的食物。 

3.强调运动疗法的重要性。 

4.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控制不良情绪,增加其抗病的信心。 

5.低血糖和紧急并发症的处理。 

6.对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 

7.掌握自我护理技能包括血糖仪的自我检测、胰岛素注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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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治疗和预防糖尿病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前传统地对糖尿病病人的治疗主要是进行药物治疗

和饮食控制，很少对患者及高危人群进行糖尿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而现代治疗是“五架马车”等

综合措施进行治疗，大力宣传糖尿病等健康教育知识，使患者及高危人群更好的了解糖尿病，认识

糖 病，减轻患者精神和物质上的负担。 

结论  健康教育是预防病情进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激发病人积极参与健康维护，改变不良生活方

式，进行长期有效的血糖控制，预防和延迟并发症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PU-1002 

双时相诺和锐 30 与双时相诺和灵 30R 

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临床有效性对比研究 
 

徐宁,赵岩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比较双时相预混诺和锐 30 和双时相诺和灵 30R 治疗 2 型糖尿病(T2DM)的临床有效性。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曾于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的均符合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糖尿病病史 2 年以上、10 年以下且病情稳定、适合行预混胰岛素治疗的

T2DM 患者 200 例为研究对象，按分层随机化分为 2 组，分别应用诺和锐 30(A 组，100 例，其中

男 48 例，女 52 例)和诺和灵 30R(B 组，100 例，其中男 44 例，女 56 例)治疗，要求患者出院后

严格监测并记录 3 餐前和 3 餐后 2 h 及睡前血糖，12 周后进行随访。观察两组不同治疗方案患者

12 周后餐前血糖(FPG)、餐后 2 h 血糖(2 hPG)、睡前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HbAlC)的情况。计量资

料的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x2检验。 

结果  治疗 12 周后，两组患者血糖都明显下降，其中 A 组在早餐后、中餐后、晚餐后下降更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32、3．423、2．549，均 P< 0．05)；而 B 组在晚餐前、睡前下降

更明显，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2．592、3．006，均 P<0．05)；治疗 12 周后，A 组在 HbAIC 方

面较 B 组下降更明显，A 组 HbAI C 由治疗前的(9．6±1．4)％ 降至治疗后的(5．7±0．6)％，B 组

HbAI C 由治疗前的(9．5±1．3)％降至治疗后的(6．1±0．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08，P<0．05)。 

结论  除了使用灵活、方便以及极大的增加了患者的依从性等优点，在降糖效果方面，尤其在降低

T2DM 患者的餐后血糖水平方面，双时相诺和锐 30 明显优于诺和灵 30R。 

 
 

PU-1003 

糖尿病胰岛素泵强化治疗临床护理观察 

 
王红,李恪,赵伟,郝佳音,杨崴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究在糖尿病胰岛素泵的强化治疗中需要采取的护理措施及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 2012 年 4 月～2013 年 7 月收治的 75 例糖尿病需要胰岛素泵强化治疗的患者进行护

理，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情况进行观察。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采用综合护理。心理护理护理

人员首先要对胰岛素泵进行相应的介绍，使其了解采用该种治疗方法得到的治疗效果 。同时告知

患者常用药物应使用的剂量、方法和注意事项，使患者正确对待自己的疾病，促进治疗效果的提

高。 

结果  实验组 39 例患者，护理显效 29 例，护理有效 8 例，护理无效 2 例，护理的总有效率为

94．9％ ；对照组 36 例患者，护理显效 2l 例，护理有效 8 例，护理无效 7 例，护理的总有效率为

80．6％。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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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患者在胰岛素泵强化治疗的过程中给予综合护理，能够使治疗效果得到增强。 

 
 

PU-1004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理护理及健康指导 

 
原月,赵伟,李恪,王红,孙秀丽,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病，也是我国人群脑卒中和冠心病发病的最重要危险因素。本文通

过对高血压患者的心理护理以及对心理护理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疏导、安慰、解释，使其摆脱焦虑情

绪，尽可能使病人的要求得到满足，使病人情绪稳定、血压稳定，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方法  选取我院 2009 年 6 月一 2010 年 5 月收治的 180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男 102 例，女 78 例。

年龄 62-87 岁，平均 69 岁，其中 1 期 46 例，2 期 54 例，3 期 62 例。合并有肾衰竭 8 例，脑血管

疾病 7 例，冠心病 3 例。 

1 心理护理 

（1）过度悲观患者的护理 

对过度悲观的患者，我们主要从增强其信心人手，向患者客观介绍近几年老年高血压的国际、国内

治疗方案和相关背景知识，邀请患者一起制定治疗方案。 

（2）过度乐观患者的护理 

对过度乐观的患者，我们主要从帮助其调整自身定位人手。 

（3）沮丧患者的护理 

对沮丧的患者，我们主要从帮助其融入社会和群体人手。可增加与患者交谈的频率，在必要情况

下，还可求得患者家属的支持，让家属承担起陪患者聊天解闷的角色。 

2 健康指导 

（1）用药指导 

护士通过问题解答，发放知识手册等方法，让患者对老年高血压发病原因、预防措施、常见症状、

并发症和注意事项有个基本的了解。 

（2） 生活指导 

对患者进行运动和饮食方面的指导。运动方面：鼓励有运动能力的患者适当多参加锻炼，如散步、

慢跑、练太极拳等。饮食方面：提倡患者合理膳食，保持每天有足够的钾、钙摄入。鼓励患者多吃

富含粗纤维和维生素的新鲜果蔬和鱼肉。 

结果  通过护理干预，患者的心理状态有了显着地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和正确的用药方式也得到加

强，从而对病情收到了良好的控制和改善效果。其中病情改善显着 129 例，有效 43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达 95.6％。 

结论  从效果可见，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对患者病情的改善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的发展已证明了高

血压病除了生物学的遗传因素外，与心理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不良的心理反应可使患者血压升高，

心率减慢，严重者甚至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如脑溢血、心肌梗死，因此对患者开展心理干预是十分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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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5 

1 个青少年中的成年起病型 

糖尿病 II 型(MODY2)家系的临床与分子遗传学研究 
 

刘彦玲,王娇,马晓君,杜培洁,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青少年起病的成年型糖尿病（MODY）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单基因遗传病，约占所有

糖尿病 2%-5%。目前 MODY 可分为六型，其中 MODY2 是由葡萄糖激酶基因缺陷所致。本文对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 1 个 MODY2 家系成员的 GCK 基因进行分析，从分子遗传

学水平探讨 MODY2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方法  收集近 1 例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 1 例 MODY2 家系的临床资料并抽取患

者外周血提取 DNA，应用 PCR 扩增 GCK 基因，PCR 产物纯化后直接测序，测序结果与

GenBank 提供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确认有无 GCK 基因突变。 

结果  （1）先证者女，30 岁，1 年前因支气管炎住院发现血糖高，检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波动于

5.4~8.5mmol/L 之间，最高可达 10.1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波动于 5.0~9.0mmol/L 之间；糖化

血红蛋白波动于 6.0%左右。住院期间对其应用“甘精胰岛素”每晚 10u，“瑞格列奈” 1mg bid，“西格

列汀” 10mg qd，血糖可控制在空腹 6.2mmol/L，餐后两小时 7.2mmol/L。出院后逐渐停药，加强

运动及控制饮食后空腹血糖控制在 7.3mmol/L 左右。先证者女儿，4 岁，空腹血糖波动于

5.17~7.8mmol/L 之间，餐后 2 小时血糖波动于 8.4~9.8mmol/L 之间，糖化血红蛋白 5.8%~6.1%，

未给予特殊处理，嘱其父母给予低脂高蛋白饮食，监测血糖。先证者父母，姐姐及外甥空腹及餐后

2 小时血糖均在正常范围内。 

结论  该家系中连续两代 2 人出现空腹血糖增高，且发病年纪较早，符合 MODY2 的临床特点。

GCK 基因突变的检测从分子遗传学水平进一步支持 2 例患者的 MODY2 诊断。 

 
 

PU-1006 

糖尿病足的预防及护理 

 
赵芳菲,李恪,赵伟,杨崴,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预防和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减少截肢率。 

方法  建立糖尿病足护理计划，包括加强健康教育，严格控制血糖，重视足部皮肤的护理、擦伤、

感染及疾病的护理有效措施。 

结果  糖尿病足疾病患者痊愈 5 例，病情减轻者 10 例，无一例继续发展。 

结论  通过预防和综合性多项专门护理，可以达到预防糖尿病足的目的，减少糖尿病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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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7 

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赵伟,原月,李恪,王洋,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收治的 600 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300 例)和对照组

(300 例)。观察组采用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对照组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分

别评价两组患者用药依从性、饮食治疗、运动锻炼、自我监测等方面。 

结果  观察组采用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后患者用药依从性、饮食治

疗、运动锻炼、自我监测等自我效能状况经统计学分析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观察组采用以病人为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后患者用药依从性、饮食治

疗、运动锻炼、自我监测等自我效能状况经统计学分析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以病人为

中心立体渗透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充分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

使其积极配合治疗，有利于疾病控制达标，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PU-1008 

肥胖与糖尿病及女性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孙婉婉,毕宇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在中国社区人群中，探讨成年后不同阶段 BMI 及其变化与 2 型糖尿病及女性乳腺

癌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社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全国 25 家社区招募 259657 名 40 岁以上研究对象。采用标准

化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和既往病史等信息，测量研究对象的身高、体重和静息血压。所有

调查对象均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测血糖、血脂、空腹胰岛素和肝肾功能等生化指标。

2014-2015 年，对基线调查中的 9 家社区进行 3 年随访，收集糖尿病及肿瘤的新发事件，随访率为

69.3%（61091/88047）。20 岁以及 40 岁时的 BMI 分别被定义为成年早期 BMI 以及中年期 BMI。 

结果  相对于成年早期体重正常者（18.5<BMI<25），超重或肥胖者(BMI>25)中年后 2 型糖尿病的

患病风险增加 39% (OR，1.39；95%CI，1.33-1.45)，而低于正常体重者（BMI<18.5）的患病风险

下降 6%（OR，0.94；95%CI，0.90–0.98）。与成年早期至中年期间体重稳定的人群相比，体重

轻度及显著增加者中年后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均增加，体重降低者风险下降（男性除外）。 

结论  在中国人群中发现，成年后不同阶段的体重控制与 2 型糖尿病、绝经后女性乳腺癌风险密切

相关。成年后各阶段 BMI 及 BMI 变化对后期 2 型糖尿病风险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肥胖个体在发

生体重进一步增加时更容易罹患 2 型糖尿病，体重增加幅度越大，2 型糖尿病风险越高。减重可显

著降低 2 型糖尿病风险。成年早期至中年期体重显著增加及 2 型糖尿病均与女性绝经后乳腺癌风险

呈正相关。研究结果提示，体重的严格控制与中年以后的体重稳定，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及女性乳腺

癌的发生风险。同时，血糖管理及改善高胰岛素血症也有助于降低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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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9 

血清铁蛋白与老年 2 型糖尿病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相关性研究 

 
宋威,杨昕,梁琳琅 

沈阳军区总院 

 

目的  探讨血清铁蛋白与 2 型糖尿病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4-2017 年期间年龄超过 65 岁的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60 例进行回顾

性分析，一组为单纯老年糖尿病患者（DM 组）30 例，一组为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组（DPN

组）30 例，并选取同期沈阳军区总医院体检中心 30 例健康老年人，无糖尿病家族史，检测血清铁

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血脂、高敏 C 反应蛋白，同时观察分析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情况。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铁蛋白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血清铁蛋白与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敏 C 反应蛋白呈正相关;血清铁蛋白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具有一定

相关性。 

结论  血清铁蛋白水平升高与 2 型糖尿病密切相关，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具有相关性，为防治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提供新的诊治思路。 

 
 

PU-1010 

5-Aza-CdR 对胰岛 β 细胞株中 miR-375 甲基化 

及表达水平的研究 

 
高敏 2,尹亮 1,况雪梅 1,孙侃 1,常向云*1 

1.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 5-氮杂 -2’-脱氧胞苷（5-Aza-deoxycytidine，5-Aza-CdR）对小鼠胰岛 β 细胞株

（MIN6）中 miR-375 基因 DNA 甲基化及其表达的影响。 

方法  用不同浓度的 5-Aza-CdR 处理 MIN6 细胞，采用 MTT 比色法检测不同时间段细胞的生长抑

制情况。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时间飞行质谱仪（MALDI-TOF MS）检测不同浓度 5-Aza-CdR 

处理的 MIN6 细胞株及未经药物处理的 NIH3T3 细胞株 miR-375 基因 DNA 甲基化状态。运用 

qRT-PCR 检测 NIH3T3 细胞及 5-Aza-CdR（50umol/L）处理 MIN6 细胞 不同时间段后 miR-375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5-Aza-CdR 对 MIN6 细胞有抑制作用，2umol/L 组 5-Aza-CdR 作用 24h、48h、72h 

与其余各浓度组比较  OD 值均有差异（P<0.05），且各时间段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MIN6 细胞经不同浓度 5-Aza-CdR 处理 24h、48h、72h，检测各组细胞中 miR-375 基因 

DNA 呈高甲基化状态，其中 50umol/L 组 miR-375 平均甲基化率均低于其它浓度组。 

（3） MIN6 细胞经 50 umol/L 组 5-Aza-CdR 处理 24h、48h、72h 后，检测各组 miR-375 的表达

与 0umol/L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miR-375 的表达均高于 0umol/L 组。 

（4） NIH3T3 细胞组 miR-375 的表达比 MIN6 细胞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5-Aza-CdR 能够抑制 MIN6 细胞的增殖。（2） 与 NIH3T3 细胞相比，MIN6 细胞中 

miR-375 基因 DNA 启动子区呈高甲基化状态，低表达。（3）50umol/L 浓度的 5-Aza-CdR 能使 

MIN6 细胞中 miR-375 基因 DNA 去甲基化、激活 miR-375 的表达，其甲基化与表达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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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1 

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 

治疗 2 型糖尿病伴代谢综合征疗效评价 

 
于轶楠,梁丽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是一种以胰岛素分泌缺陷为特点的慢性进展性代谢性疾病。GLP-1 通过调节机体

血浆葡萄糖水平从而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疾病进展。内源性 GLP-1 通过内分泌进入循环后迅速

被二肽基肽酶Ⅳ(DPP-4)水解而失去其生理功能。DPP-4 抑制剂是一类基于肠促胰素的新型的口服

降糖药物，不仅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还能通过非血糖依赖途径发挥独特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及改善

血管内皮等功能，其单独使用不增加低血糖风险，且对体重的影响多为中性。本文主要探讨二甲双

胍联合二肽基肽酶 4(DPP-4)抑制剂对 2 型糖尿病(T2DM)伴代谢综合征(MS)患者机体糖脂代谢、胰

岛功能的影响。 

方法  整理收集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

征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经随机数表法分为常规组、联合治疗组，各 50 例。在饮食和运动治

疗基础上，常规组应用二甲双胍 500mg/次，3 次/d，与 3 餐同服，持续用药 12 周；观察组口服西

格列汀 100mg/次，1 次/d，持续用药 12 周。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糖脂代谢指标、胰岛功能的差

异。 

结果  ①常规组治疗 12 周后空腹血糖、服糖 2 小时后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均较治疗前下降（P＜

0.05），空腹胰岛素、胰岛素分泌指数较治疗前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联合治疗组

12 周后空腹血糖、服糖后 2 小时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P＜0.05），且空腹

胰岛素、胰岛素分泌指数均高于同组治疗前（ P＜0.05）；③与常规组治疗 12 周后比较，联合治

疗组 12 周后空腹血糖、服糖后 2 小时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均显著降低（P＜0.05），且空腹胰岛

素、胰岛素分泌指数均增加（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伴代谢综合征患者接受 DPP-4 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治疗,治疗效果显著，既有利于

血糖的控制，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且服用安全性高，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PU-1012 

α-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 

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观察 

 
曾程 

解放军 202 医院 

 

目的  观察 α-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内分泌科住院

治疗的 60 岁及 60 岁以上且明确诊断为 DPN 的患者 80 人，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入院时血

糖、血压、血脂等，并根据患者的治疗方案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治疗方案为 0.9%氯化钠

注射液（250ml）+硫辛酸注射液（24ml）静脉滴注 1/日及 0.9%氯化钠注射液（10ml）+前列地尔

注射液（10ug）缓慢推注 1/日；对照组治疗方案为 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硫辛酸注射液

（24ml）静脉滴注 1/日治疗。治疗 7 天后，观察两组 DPN 患者的临床症状并进行分析。数据应用

SPSS24.0 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80 名 DPN 患者，其中治疗组 40 例（50%），对照组 40 例（50%）。对两

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进行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患者治疗后胫神经 MCV 的传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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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前比较明显增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之间胫神经 MCV 的

传导速度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患者治疗前临床

症状评分结果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结果与治疗前比

较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相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α-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治疗与硫辛酸单药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均可提高患者胫神经的传

导速度，改善患者麻木、疼痛、针刺觉、触觉、振动觉、踝反射减弱等神经系统的症状或体征；α-

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较 α-硫辛酸单药治疗效果更显著，提示双药联合治疗

占据一定优势；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不良反应，提示两种治疗均安全有效。 

 
 

PU-1013 

诺和锐 30 与诺和灵 30R 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临床有效性对比研究 

 
徐宁,赵岩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比较双时相预混诺和锐 30 和双时相预混诺和灵 30R 治疗 2 型糖尿病(T2DM)的临床有效性。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曾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的均符合 1999 年 WHO 糖尿病

诊断标准、糖尿病病史 2 年以上、10 年以下且病情稳定、适合行预混胰岛素治疗的 T2DM 患者

200 例为研究对象，按分层随机化分为 2 组，分别应用诺和锐 30(A 组，100 例，其中男 48 例，女

52 例)和诺和灵 30R(B 组，100 例，其中男 44 例，女 56 例)治疗，要求患者出院后严格监测并记

录 3 餐前和 3 餐后 2 h 及睡前血糖，12 周后进行随访。观察两组不同治疗方案患者 12 周后餐前血

糖(FPG)、餐后 2 h 血糖(2 hPG)、睡前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HbAlC)的情况。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成组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x2 检验。 

结果  治疗 12 周后，两组患者血糖都明显下降，其中 A 组在早餐后、中餐后、晚餐后下降更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32、3．423、2．549，均 P< 0．05)；而 B 组在晚餐前、睡前下降

更明显，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2．592、3．006，均 P<0．05)；治疗 12 周后，A 组在 HbAIC 方

面较 B 组下降更明显，A 组 HbAI C 由治疗前的(9．6±1．4)％ 降至治疗后的(5．7±0．6)％，B 组

HbAI C 由治疗前的(9．5±1．3)％降至治疗后的(6．1±0．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08，P<0．05)。 

结论  除了使用灵活、方便以及极大的增加了患者的依从性等优点，在降糖效果方面，尤其在降低

T2DM 患者的餐后血糖水平方面，诺和锐 30 明显优于诺和灵 30R。 

 
 

PU-1014 

蛋白质组学筛选糖尿病肾病早期标志物 

 
姜秀云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应用蛋白质组学研究原理，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抗体因子芯片技术筛选糖尿病早期肾病血清标

志物。 

方法  双抗体夹心法抗体因子芯片选用美国 Raybiotech 公司的 Raybio 抗体芯片，型号为 AAH-

CYT-G1000 芯片，检测 12 个样本，完成 2 张 AAH-CYT-H6 芯片和 2 张 AAH-CYT-H7 芯片，包含

120 个细胞因子。实验对象：选取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病例，年龄 26 岁至 60 岁

之间，糖尿病诊断按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制定严格的入排标准。将糖尿病患者分为 3

组：①糖尿病正常白蛋白尿组 3 例，男 2 例，女 1 例，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定量小于 30mg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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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白蛋白尿组 3 例，男 1 例，女 2 例，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定量 30mg-300mg；③大量蛋白尿

组 3 例，男 1 例，女 2 例，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定量大于 300mg。健康对照组 3 例:为山东省立医

院健康体检者，经检查排除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者，男 1 例，女 2 例。

实验样品采用 Raybiotech 试剂盒，按照 Raybiotech 公司配套提供的杂交标准流程和试剂盒进行芯

片杂交、洗涤与检测。杂交后的芯片使用 GenePix 4000B 扫描仪进行扫描。经软件解读扫描图

像，获得荧光信号值，扣除背景后信号，分别以阳参归一化，比较 120 个细胞因子各组间的调变差

异及四组中组间 T-Test 比对。 

结果  发现了在不同组间存在差异性表达的 11 种细胞因子，同健康对照组比较，糖尿病血清中

Eotaxin 、 MIP-3-alpha 、 Angiopoietin-2 、 GCSF 、 GRO 、 GRO-alpha 、 IL-8 、 I-TAC 、

Osteoprotegerin 在糖尿病组水平升高，其中 Eotaxin、Angiopoietin-2 随着糖尿病肾病的进展而增

高。同健康对照组相比，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中 Axl、IL-12p70 的水平较低。 

结论  Eotaxin、Angiopoietin-2 随着糖尿病肾病的进展而增高，有可能成为早期糖尿病肾病的预测

因子。 

 
 

PU-1015 

2 型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的管理策略 

 
美合 

墨玉县人民医院 

 

目的  改善 2 型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的管理策略 

方法  改善联合用药方法 

结果  临床上常用的调脂药物包括：贝特类、他汀类、烟酸和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 

尽管这些药物都可以不同程度地降低 TG，但对于 TG 相关的血管风险获益不同。UKPDS 的结果

证实 LDL-C 是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首要危险因素，临床上常用他汀类药物治疗糖尿病的

血脂异常，但存在局限性：LIPID 研究表明，普伐他汀可以显著减少冠心病和总死亡，但并不能显

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风险；ASPEN 研究显示阿托伐他汀并没有显著地减少低 LDL-C 的 2 型糖

尿病患者的复合主要终点事件；CTT 研究示他汀治疗能减少心血管风险，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死

亡率并未显示出明显获益；多项研究表明，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即使使用他汀治疗，仍会有很高

的心血管剩留风险。 

结论  JDCS 研究证实，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高 TG 伴随的冠心病风险与 LDL 相当，也是重要的冠

心病危险因素。此外，高 TG 与胰岛素抵抗显著相关，游离脂肪酸升高引起的甘油三酯异位沉积与

胰岛素抵抗及胰岛 β 细胞功能息息相关：2 型糖尿病患者胰腺脂肪沉积增加，影响胰岛 β 细胞功

能，降低胰岛素敏感性，而骨骼肌内脂肪增加与胰岛素抵抗有关。研究证实，高 TG 是糖尿病发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高 TG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显著相关。 

因此，2 型糖尿病患者管理高 TG 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非诺贝特能够有效降低 TG 水平，降低大血

管风险，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糖代谢紊乱，在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脂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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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6 

温通活血乳膏对 STZ 诱导的 DPN 大鼠炎症因子的影响 

 
冯程程,叶婷,马丽 

新疆自治区中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观察温通活血乳膏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大鼠相关炎性

因子的影响，探讨其改善 DPN 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120 只高脂饲料喂养后小剂量链脲佐菌素（STZ）腹腔注射而诱发的 2 型糖尿病大鼠动物

模型，再高脂饲养８周造模成功后按体重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辣椒碱软膏组、温通活血乳膏

高、中、低剂量组，各组给予相应药物治疗 8 周，以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MNCV ) 和摆尾温度阈值

评价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神经传导改善情况，ELISA 法检测各组血清 TNF-α、IL-1β、MMP-1、

MCP-1 等炎症因子的含量。 

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MNCV 显著下降(P<0.05)，摆尾温度阈值显著升高(P<0.05)，血

清 MMP-1、TNF-a、IL-1β 和 MCP-1 均显著升高(P<0．05)。温通活血乳膏对 DPN 大鼠的

MNCV、摆尾温度阈值及血清炎症因子 TNF-α、IL-1β、MMP-1、MCP-1 的效应呈现不同的剂量效

应关系，具有剂量依赖性(P<0.05)；不同剂量的温通活血乳膏组与辣椒碱软膏组对 DPN 大鼠的

MNCV、摆尾温度阈值及血清炎症因子 TNF-α、IL-1β、MMP-1 的效应相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温通活血乳膏能降低 DPN 大鼠血清 MMP-1、TNF-a、IL-1β 和 MCP-1 等炎症因子水平，其

机制与调控炎性因子的复杂网络有关，且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牲。 

 
 

PU-1017 

理情行为疗法在糖尿病患者饮食干预中的应用 

 
李小霞,胡瑞萍,石磊,王明亮,车红霞,董胜英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以一名 2 型糖尿病患者为被试，采用饮食习惯问,饮食相关不合理信念评估、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记录 24 小时饮食日记的方式，评估患者的饮食认知、行为与情绪，结合糖尿病膳

食指南，总结不合理的认知、行为、习惯，结合认知－行为干预的方法设计饮食干预方案，矫正病

态认知，重建健康进食行为和习惯，消除相关负性影响因素，重建健康生活方式。 

方法  １．评估方法：采用饮食习惯问卷、糖尿病饮食相关不合理信念问卷、24 小时饮食日记（以

量杯、量匙为辅助工具，记录个人食用食物种类、食用量、烹调方法）、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

量表。干预后再次评估抑郁、焦虑情绪、糖尿病饮食知识问卷。２．干预方法：1）情绪干预：采

取无条件积极关注，减轻患者因糖尿病引起的焦虑情绪；2）合理信念重建：结合糖尿病膳食指

南，引导患者对不合理饮食信念及认知进行驳斥，重建合理信念及认知。分次讲解糖尿病医学营养

治疗原则、方法、高、低升糖指数食物。3）行为重塑：应用逐变标准设计塑造目标行为。即对问

题行为先做自然观测，形成基准线。引入治疗措施后，把整个试验过程划分为若干个小阶段，并预

先定出每小阶段行为改变的标准。每一小阶段的行为变化曲线就成为下一小阶段的基准线，依次提

升，逐步塑造成目标行为。记录 24 小时饮食日记，分析并予以奖励健康行为，惩罚不良行为，鼓

励放大进步行为。 

结果  经过结合理情行为疗法的综合干预后，患者抑郁、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基本达到正常，对糖尿

病医学营养知识有较好掌握，不良饮食行为减少，健康饮食行为增加。 

结论  理情行为疗法可有效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情绪状态、不良行为，重建健康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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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8 

α-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治疗 

老年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观察 

 
曾程,张绍维 

解放军 202 医院 

 

目的  观察 α-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内分泌科住院

治疗的 60 岁及 60 岁以上且明确诊断为 DPN 的患者 80 人，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入院时血

糖、血压、血脂等，并根据患者的治疗方案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治疗方案为 0.9%氯化钠

注射液（250ml）+硫辛酸注射液（24ml）静脉滴注 1/日及 0.9%氯化钠注射液（10ml）+前列地尔

注射液（10ug）缓慢推注 1/日；对照组治疗方案为 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硫辛酸注射液

（24ml）静脉滴注 1/日治疗。治疗 7 天后，观察两组 DPN 患者的临床症状并进行分析。数据应用

SPSS24.0 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80 名 DPN 患者，其中治疗组 40 例（50%），对照组 40 例（50%）。对两

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进行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患者治疗后胫神经 MCV 的传导速度

与治疗前比较明显增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之间胫神经 MCV 的

传导速度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患者治疗前临床

症状评分结果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结果与治疗前比

较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相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α-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治疗与硫辛酸单药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均可提高患者胫神经的传

导速度，改善患者麻木、疼痛、针刺觉、触觉、振动觉、踝反射减弱等神经系统的症状或体征；α-

硫辛酸辅以前列地尔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较 α-硫辛酸单药治疗效果更显著，提示双药联合治疗

占据一定优势；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不良反应，提示两种治疗均安全有效。 

 
 

PU-1019 

乌鲁木齐市 5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 

抑郁症患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热娜古丽·斯迪克 1,2,培尔顿•米吉提 2 

1.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 

 

目的  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达到 11.60%，患病人数约 1.5 亿。糖尿病对身体产生多方面的危害，

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且糖尿病终生不愈、治疗周期漫长并造成患者长期的经济负担，易使患者出现

心理问题，其中以抑郁症最为常见。迄今为止，新疆地区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症的患病率及其相关因

研究甚少，本研究旨在了解新疆地区乌鲁木齐市糖尿病患者抑郁症患病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探讨

乌鲁木齐市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症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对 2016 年 12 月 1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内

分泌科门诊就诊及住院部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开展问卷调查。500 例糖尿病患者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填

写问卷，记录其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状态等一般信息，同时收集其家庭

月收入、吸烟史、饮酒史、家庭支持、宗教信仰、是否仍在工作或学习、是否喝咖啡、是否饮茶、

糖化血红蛋白值及血糖值等相关信息。抑郁症筛查工具采用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Zung's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并采用国内常模，考虑其抑郁程度与临床诊断标准的切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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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63 者纳入无抑郁症组，标准分≥63 者纳入抑郁症组采用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评价患者抑

郁症患病情况。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糖尿病发生抑郁症的影响因素。 

结果  500 例糖尿病患者，其抑郁症患病率为 20.00%，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结果显示:女性(与

男性比较，OR=2.18，95%CI:1.49～3.19)，维吾尔族(与汉族比较，OR=2.56，95%CI:1.17～

5.57)，离异/丧偶(与已婚比较，OR=1.74，95%CI:1.04～3.07)是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独立危险因

素;大学文化程度及以上(与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比较，OR=0.38，95% CI:0.19～0.76)，有家庭支

持(与无家庭支持比较，OR=0.50，95% CI:0.28～0.91)是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保护因素。 

结论  乌鲁木齐市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症患病率较高，且与多种因素相关，应提高医务工作者对糖尿

病患者合并抑郁症的认识和了解，有的放矢的针对影响糖尿病患者患抑郁症的相关因素进行干预，

从而减少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症的患病率。诊疗时应及早筛查，及时干预，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U-1020 

昌吉地区糖尿病患者基础胰岛素治疗的疗效分析 

 
高华,徐顺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昌吉地区 2 型糖尿病患者口服药物联合联合基础胰岛素治疗后的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及安

全性。 

方法   通过严格的纳入标准筛选 108 例患者，在患者原有口服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基础胰岛素，分

别在治疗前、治疗 3 个月及治疗 6 个月时检测患者的血糖、体重、糖化血红蛋白等治疗。 

结果  口服药物联合基础胰岛素治疗糖尿病发现血糖控制较好，治疗中体重无明显改变，低血糖发

生较少，无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  基础胰岛素在控制基础血糖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无明显低血糖发生。 

 
 

PU-1021 

中医康复护理干预在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马莉,刘柯靖,李敏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目的  分析中医康复护理干预应用于糖尿病患者护理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0 例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分为研究组 100 例和对照

组 100 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医康复护理，观察两组患者的

血糖改善情况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餐后 2h 血糖和空腹血糖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3.18%，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72.73%，组间差

异显著（P<0.05）。 

结论  糖尿病患者采用中医康复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控制患者血糖水平，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程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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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2 

生化检测指标与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叶婷,冯程程,马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胱抑素 C、糖化血红蛋白、超敏 C 反应蛋白等生化指标与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

关系。 

方法  选择我院内分泌科住院患者及门诊正常体检者 265 例，正常人（NC）65 例，糖尿病合并微

血管病变(DMA)者 100 例，糖尿病无微血管病变(NDMA)者 100 例，分别测定其 Cys C、HbA1c、

hs-CRP 及血脂等生化指标，并测定一般临床资料，记录年龄、病程、血压、体重指数等。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 FBG、2hPG、LDL、HbA1c、Cys C、hs-CRP 浓度较 NC 组显著

增高（P<0.05），且 DMA 组患者外周血 2hPG、HbA1c、TG、Cys C、hs-CRP 浓度明显高于

NDMA 组（P<0.05）。DMA 与血清 Cys C、2hPG、HbA1c、hs-CRP、年龄、病程相关

（P<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仅年龄、病程、HbA1c、hs-CRP 是 DMA 的危险因素。 

结论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除与年龄、病程等因素相关外，还与 HbA1c、hs-CRP

有关。 

 
 

PU-1023 

红景天苷通过抑制 BIM 蛋白 

表达减少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小管细胞凋亡 

 
郭丛丛,张瑞,张亚芹,廖琳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既往肾小球一直是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研究的焦点，近来有研究指

出，肾小管细胞凋亡参与 DKD 的发生发展。红景天苷(salidroside，SAL）是中药红景天的主要活

性成分，可保护多种刺激诱导的细胞凋亡。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SAL 是否可减少高糖诱导的肾小

管细胞凋亡。 

方法  首先，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 SAL 保护 DKD 的潜在通路。体内研究：将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正常对照组(sham),右侧肾切除大鼠组（UNX）、糖尿病肾病组（DKD）、糖尿病肾病组+红

景天苷组（DKD+SAL）。采用链脲佐菌素联合单侧肾切的方法诱导 DKD 大鼠。DKD+SAL 组大鼠

给予 SAL 70mg/kg/day 剂量灌胃，连续 8 周。于第 8 周处死大鼠，测定大鼠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24h 尿白蛋白、血肌酐、尿素氮。糖原染色、六胺银染色评价肾脏病理改变。TUNEL 染色检

测各组肾小管凋亡率、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肾皮质 BIM,BAX，BCL-2 及 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体外研究：将 HK-2 细胞分为高渗对照组（MG），高糖组（HG），高糖+红

景天苷组（HG+SAL）。CCK8、AnnexinⅤ/PI，TUNEL 染色及 Western blot 检测 SAL 对高糖刺

激下细胞活力，细胞凋亡率，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的影响。干扰 BIM 蛋白表达，检测其对

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的影响。Western blot、RT-PCR 及免疫荧光进检测 SAL 对 BIM 蛋白

表达的影响。 

结果  网络药理学分析发现 SAL 的肾保护作用与抑制细胞凋亡有关。DKD 大鼠肾小管细胞明显多

于肾小球。SAL 能显著降低 DKD 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率，抑制 DKD 大鼠肾皮质

BIM,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降低血肌酐、24h 尿蛋白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SAL 可提

高高糖刺激下 HK-2 的细胞活力，减少高糖诱导的细胞凋亡，抑制 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

表达。下调 BIM 蛋白能显著降低 BAX、cleaved-caspse3 蛋白表达。SAL 可显著抑制高糖刺激下

HK-2 细胞 BIM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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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红景天苷能明显减轻 DKD 大鼠尿蛋白，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BIM 介导的肾小管细胞凋亡相

关。 

 
 

PU-1024 

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访研究 

 
朱迪,杨彩哲,王璐宁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糖尿病足溃疡是糖尿病患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相关住院和截肢的主要原因。糖尿

病足溃疡具有治疗效果差、复发率高的特点。目前，国内关于糖尿病足复发危险因素的研究还较

少。本研究旨在统计我院糖尿病足患者的溃疡复发率，分析溃疡复发的危险因素，为预防糖尿病足

溃疡复发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对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因首发糖尿病足于空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95 名患者随访 3

年，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吸烟史、糖尿病病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

血糖）、糖尿病足相关指标（溃疡位置、肱臂指数、C 反应蛋白、血沉）、糖尿病并发症情况（糖

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血管病变、糖尿病肾病）、合并症情况（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计

算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率，比较复发组和非复发组的相关指标差异，分析溃疡复发的影响因素。 

结果  随访中发现，糖尿病足溃疡治愈后 1 年复发率为 16.8%，2 年复发率为 30.5%，3 年复发率

为 35.8%。复发组初发溃疡时 C 反应蛋白、空腹血糖水平及足底溃疡率均显著高于非复发组（P 均

＜0.05）。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足底溃疡[（比值比

（OR）：3.67，95%可信区间（CI）：1.19~11.30），P＜0.05]和 C 反应蛋白（OR：0.97，CI：

0.95~0.99，P＜0.05）。 

结论  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率较高，足底溃疡、初发糖尿病足溃疡时存在感染是糖尿病足复发的危险

因素，血糖控制不佳也可能导致溃疡复发。因此，医务工作者应当向糖尿病足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控制血糖，尽早识别糖尿病足溃疡特别是足底溃疡，并在溃疡初发时及时控制感染，争取减少糖尿

病足复发危险因素，降低复发率，减轻患者及社会经济负担。 

 
 

PU-1025 

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钙磷水平、铁储备及甲状旁腺情况分析 

 
刘新明 

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透析患者中，糖尿病肾病与其他慢性肾脏疾病患者钙磷及甲状旁腺差异。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火箭军总医院肾内科 156 名透析患者，结合肾穿结果及病

史，分为糖尿病肾病与非糖尿病肾病组，其中糖尿病肾病 85 人，非糖尿病肾病 71 人，检测两组患

者血钙、血磷、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及甲状旁腺激素达标情况，以及血脂、HBA1C、BUN、Cr、

UA、CRP、铁蛋白、血清铁、不饱和铁结合力、总铁结合力、铁饱和度、CK、CK-MB、同型半胱

氨酸，并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分别通过 t 检验、卡方检验，糖尿病肾病组与非糖尿病肾病组血钙水平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磷较非糖尿病肾病患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糖尿病肾病患者甲状旁腺激素较非糖尿病肾病患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人铁蛋白、铁饱和度、红细胞分布宽度 CV 通过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较非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铁蛋白、铁饱和度较高，红细胞分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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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CV 较低。甲状旁腺激素达标率比较，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较非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达标率较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磷及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低于非糖尿病肾病组，甲状旁腺激素达

标率较高。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铁储备较其他慢性肾脏疾病透析患者轻度升高。临床

应根据患者不同病因个体化治疗。 

 
 

PU-1026 

维生素 D 与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 

胰岛素第一时相分泌功能的相关性 

 
王亚梅,欣冰 

南京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 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与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糖代谢指标、胰岛 β 细胞分泌

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尤其是与胰岛素第一时相分泌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来源于在我院内分泌科就诊的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 120 例，空腹检测 25（OH）D、

血糖（FBG）、血脂（TC、TG、HDL-C、LDL-C）、血钙、血磷、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

腹胰岛素和 C 肽。所有受试者进行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IVGTT），50%葡萄糖液 50ml 静脉注射

后 1 分钟、2 分钟、4 分钟、6 分钟、10 分钟取血检测血糖、胰岛素及 C 肽值。分别计算胰岛素和

C 肽曲线下面积（AUC）、胰岛 β 细胞功能指数（HOMA-β）、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分析 25(OH)D 与 FBG、HbA1C、AUCins、AUCC-P、

HOMA-β、HOMA-IR、血脂等的相关性。分别以 AUCins、AUCC-P、HOMA-β 为因变量，以

25(OH)D、FBG、HbA1C、BMI、血脂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了解 25(OH)D 是否

为 AUCins、AUCC-P、HOMA-β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25(OH)D 水平与 FBG、HbA1C、HOMA-IR 呈负相关，与 AUCins、AUCC-P、HOMA-β 呈正

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 25(OH)D 是 AUCins、AUCC-P、HOMA-β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越低，2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越高。维生素 D 水平下降与初诊断 2 型特别患

者胰岛素第一时相分泌功能损害相关，而维生素 D 治疗可能对初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第一

时相分泌功能恢复有利。 

 
 

PU-1027 

糖肾灌肠方治疗 2 型糖尿病肾病 4 期临床疗效的随机对照实验 

 
岳薇薇,马丽 

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 

 

目的  观察以通腑泄浊为法的糖肾灌肠方治疗 2 型糖尿病肾病 4 期的临床疗效，使糖肾灌肠成为治

疗和改善糖尿病肾病 4 期的治疗方法。 

方法  把入组的 60 名糖尿病肾病 4 期患者分成 2 组，治疗组采用西医疗法（采用低蛋白饮食，胰

岛素强化方案控制血糖，并配合 ARB 药物缬沙坦 80mg，日一次，口服。合并高血压者，配合钙

离子拮抗剂）+糖肾灌肠方（中药灌肠药液组成：生大黄 30g、煅牡蛎 50g、泽泻 30g、丹参

15g、槐花 30g、附子 15g、黄芩 30g。灌肠方法：将药浓煎取汁，温度为 37℃－38℃，一次性输

液管插入肛门 20～ 30cm,每次灌入 250ml，保留 30min 以上，每晚 1 次），对照组采用单纯西医

疗法（采用低蛋白饮食，胰岛素强化方案控制血糖，并配合 ARB 药物缬沙坦 80mg，日一次，口

服。合并高血压者，配合钙离子拮抗剂），治疗疗程为 20 天，在治疗前后分别对尿微量蛋白、肌

酐、腹血糖、甘油三酯、胆固醇等指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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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本试验纳入分析共 60 例，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2）指标比较：治疗组在改

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空腹血糖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在改善甘油三酯、胆固醇与对

照组疗效相当（P＞0.05）。 

结论  糖肾灌肠方在对 2 型糖尿病肾病 4 的治疗中，对减少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空腹血糖方面的

治疗优于单纯西药治疗组。在治疗和改善糖尿病肾病 4 期中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PU-1028 

许氏渴痹络治疗糖尿病足 0 级（阳虚脉阻型）的 临床研究观察 

 
马丹 

乌鲁木齐市中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许氏渴痹络联合静点硫辛酸治疗糖尿病足 0 级（阳虚脉阻型）的临床疗效及

安全性。评价中药足浴的有效性、可行性，为提高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疗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及门诊患者 66 例，通过摸球法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33 例。全

部受试者在维持原降糖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在静点硫辛酸同时，再予以许氏渴痹络治疗。对

照组予以静点硫辛酸治疗。通过对患者主要指标：中医临床症状、西医临床症状评、双下肢踝肱比

(ABI)测定、双下肢趾肱比(TBI)测定、血流变，进行治疗前后及两组间的治疗效果对比。 

结果  以 8 周为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治疗组与对照组观察指标变化的比较，中医临床症状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0%。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中医症候积分比较，

经 t 检验后，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西医临床症状评分标准：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

90.90%、66.66%，治疗后两组西医临床疗效相比较 X=11.761，总有效率 P=0.030(P<0.05)具有

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之间 ABI、TBI：经 t 检验比较后，P<0.05。血流变比较：治疗后两组之

间全血高切粘度、全血低切粘度、血浆粘度、全血还原粘度、红细胞压积比较 P 值各为：0.017，

0.039，0.003，0.0025，0.031 均（P＜0.05）。通过上述指标的观察分析比较，治疗组在各项指

标上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许氏渴痹络联合静点硫辛酸治疗糖尿病足 0 级（阳虚脉阻型）病变，可以缩短患者治病的疗

程，减轻或避免西药的毒副作用，抑制糖尿病足的病程进展，提早预防糖尿病足溃疡的发生，从而

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缓解其精神压力，减轻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PU-1029 

消渴健脾胶囊对脾虚湿盛型 2 型糖尿病患者 

血糖及胰岛素影响的临床研究 

 
马丹 

乌鲁木齐市中医院 

 

目的  运用消渴健脾胶囊针对新疆地区较为多见的脾虚湿盛型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进行干预

治疗，评估消渴健脾胶囊对于脾虚湿盛型 T2DM 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在新疆地区生活持续时间超过 5 年以上的脾虚湿盛型 T2DM 患者 66 例，按照完全随机

化分为两组，对照组 33 例，治疗组 33 例，对照组口服盐酸吡格列酮片（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

司）15mg/次，1 次/日，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口服消渴健脾胶囊，4 粒/次，3 次/天，由市

中医医院制剂室提供制作工艺，委托乌鲁木齐市齐康哈博药品有限公司统一制成。治疗 12 周后，

对两组治疗前后的中医临床症状、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BG）、空腹血清胰

岛素（FINS）、糖化血红蛋白(HbA1C)、 胰岛素敏感指数（IAI）、胰岛 β 细胞功能指数（HOMA-

β）等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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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消渴健脾胶囊联合盐酸吡格列酮片治疗新疆地区脾虚湿盛型 T2DM 较单纯吡格列酮组可有效

降低患者 FPG（P＜0.01）、2hPBG（P＜0.01），HbA1c（P<0.01)、可提高胰岛素敏感指数（P

＜0.01），改善胰岛 β 细胞功能（P＜0.01），改善脾虚湿盛型 T2DM 的中医临床症状。 

结论  ⑴通过此次研究得出消渴健脾胶囊对新疆地区较为多见的脾虚湿盛型 T2DM 患者中医临床症

状有一定改善作用。（2）通过两组治疗前后各项实验室指标的统计分析，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对

新疆地区生活的脾虚湿盛型 T2DM 患者较单纯西医治疗疗效更佳。（3）消渴健脾胶囊与西药联合

使用未见明显毒副反应，并能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胰岛功能，降低血糖，且控制糖尿病及并发

症的发生发展，在临床治疗中值得推广。 

 
 

PU-1030 

阿卡波糖或阿格列汀联合甘精胰岛素 

治疗初发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对比研究 

 
马静 

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目的  对比阿卡波糖或阿格列汀联合甘精胰岛素治疗初发 2 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5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阿卡波糖组和阿格列汀组,每组 25 例。阿卡波糖组给予阿卡波

糖+甘精胰岛素治疗,阿格列汀组给予阿格列汀+甘精胰岛素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结果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PG)、餐后 2 h 血糖(2 h PB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稳态胰岛素评价指数(HOMA-IR)及体质量指数(BMI)均显著下降(P<0.05),胰岛 β 细胞指

数 (HOMA-β)显著升高 (P<0.05);与阿卡波糖组比较 ,阿格列汀组患者 HbA1c(6.30±0.91）%、

HOMA-IR(1.58±0.45) 及 BMI(21.10±3.62)kg/m~2 下降 ,HOMA-β(64.45±10.11) 升高更为明显

(P<0.05)。 

结论  阿卡波糖或阿格列汀与甘精胰岛素联用均可有效控制糖尿病患者血糖,但阿格列汀与甘精胰岛

素联用后患者体重指数降低更为明显,患者依从性更好，胰岛素素用量少，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031 

银杏内酯联合甲钴胺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观察 

 
项瑶,吴冬红,梁桂敏,陈萍,苏冬雪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硫辛酸联合银杏内脂注射液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的疗效 

方法  方法:88 例确诊为 DNP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在硫辛酸 600mg 加入

生理盐水 250ml 静脉输液一日一次输液基础上，加用银杏内置注射液 10ml 加入生理盐水 250ml 静

脉输液一日一次。对照组：仅应用硫辛酸 600mg 加入生理盐水 250ml 静脉输液一日一次。两组治

疗时间均为两周。对比两组临床疗效及神经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结果研究组总有效率 97.38%，对照组总有效率 85.71%，研究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两组治疗前神经症状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神经症状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且研究

组神经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银杏内脂注射液联合硫辛酸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效果相较单独应用硫辛酸治疗效

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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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2 

郑州 40 岁及以上社区糖尿病居民睡眠质量及睡眠习惯调查 

 
王志敏,赵艳艳,吴丽娜,刘飞,闫昱衫,吉鸿飞,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目的  睡眠质量与糖调节相关激素水平及糖尿病密切相关。本研究目的了解河南郑州市 40 岁及以

上社区糖尿病居民睡眠质量、睡眠习惯等睡眠健康情况。 

方法  2011 年 7 月-2012 年 2 月对郑州市 6 个社区 40 岁以上的 9783 名常住居民（居住年限≥5

年）进行横断面现场调查。简易 OGTT 测量空腹和服糖后 2 小时血糖。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评估患者睡眠质量。非正态分布连续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之前首先进行对数转换；计量资料的比较采

用独立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9783 名受试者平均年龄 57.9±9.7 岁，女性比例为 67.8%。糖尿病居民比例为 24.7%。糖尿

病居民睡眠质量差者比例 21.5%，平均卧床时间 8 小时（7-8.5 小时），卧床时间大于 9 小时或小

于 7 小时比例 38.4%，常规药物辅助睡眠比例 3%，经常打鼾比例 24.3%，夜尿增多比例 31.7%。

与非糖尿病居民相比，打鼾比例（24.3% V.S. 19.8%）显著增加（P＜0.001）；夜尿增多（夜尿

次数≥2 次/晚）比例（31.7% V.S. 28.8%）显著增加（P＜0.001）；睡眠质量、卧床时间、药物辅

助睡眠等情况无统计学差异，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7 项（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情况、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睡眠质量评分量表对糖尿病患者睡眠质量或睡眠障碍评估无特异性。糖尿病患者应注意打鼾

史，应考虑睡眠监测等客观指标评估糖尿病患者睡眠质量或睡眠障碍。 

 
 

PU-1033 

儿童 1 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与腹型过敏性紫癜共患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陈佳佳,梁学军,刘敏,谷奕,巩纯秀 

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报道 2 例中国男童糖尿病酮症合并过敏性紫癜的病例并探讨两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 例 1 型糖尿病酮症合并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并进行相关文献复

习。 

结果  本文国内首次报道 2 例。两例患儿均为男童，均在确诊 1 型糖尿病 3 年余以腹痛、呕吐为主

要症状就诊，腹痛程度较重，部位多变而不固定，但腹部体征轻微，仅有轻度压痛而无肌紧张或固

定压痛点；皮肤紫癜均出现在腹痛之后，且病程中均出现消化道出血。两例患儿查 IgE 均明显升

高，其中例 1 查 IgA 升高。两例患儿查补体、CD 系列均未见异常。治疗上因患儿严重的消化道症

状，予以肠外营养支持，症状缓解后逐渐无糖米汤、米粥、免动物蛋白无糖无渣饮食，并积极静点

糖皮质激素 1-2mg/(kg.d)抑制炎症反应。同时患儿有 1 型糖尿病，胰岛素控制血糖直至分别于入院

第 37 天及入院第 20 天患儿消化道症状、体征消失，停静脉营养及静脉胰岛素，改为 4 次/日胰岛

素皮下注射治疗，饮食热卡相当于正常的 50%时胰岛素总量分别为 0.72 IU /(kg.d)和

1.18U/(kg.d)，血糖控制尚可。因此，以腹痛、呕吐为主要症状就诊的 1 型糖尿病患儿还需要注意

合并腹型紫癜的可能性。患儿肠粘膜受累严重，治疗因糖皮质激素使用，及肠外营养，控制血糖有

一定的难度。 

结论  儿童 1 型糖尿病酮症与过敏性紫癜两者同时存在情况少见。以腹痛、呕吐为主要症状就诊的

1 型糖尿病患儿还需要鉴别合并腹型紫癜的可能性。T1DM 合并 HSP 可能成属于 APS 的一种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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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4 

谷氨酸脱氢酶基因突变型 

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 24 例临床与分子特点 
 

苏畅,梁学军,吴迪,李文京,刘敏,曹冰燕,陈佳佳,李晓侨,秦淼,孟曦,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谷氨酸脱氢酶突变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GDH-HI)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型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 24 例在基因检测基础上用酶学验证基础上确诊谷氨

酸脱氢酶基因突变的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患者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资料。 

结果  24 例患者起病中位年龄 8（4,12）月。21/24 例以惊厥大发作起病。血氨中位数 100

（88,111）μmol/L ，3 例患者血氨正常。全部患者均表现为空腹和食用大量蛋白质食物后 1-3 小时

出现低血糖。所有患者二氮嗪治疗均有效。配合限制蛋白饮食，可减少二氮嗪用量 1-2mg/kg/d。

限制蛋白饮食，精氨酸、苯甲酸等药物治疗血氨无改善。随访时间 6 个月至 11 年，13 例及时诊断

坚持治疗患者智力正常，另 11 例患者有智力损害（误诊为癫痫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8 例，3 例为

诊断后未坚持治疗导致脑损害）。癫痫 11/24 例（7 例诊断前已发生癫痫，3 例为诊断后未坚持治

疗，1 例诊断后血糖正常仍发生癫痫）。所有患者检测到 GLUD1 基因杂合突变。 显性遗传两例，

这两例的患者母亲或父亲仅有高血氨，儿童期未监测过血糖，无症状性低血糖病史。其余均为新生

突变。其中 4 例为 c.820C>T(p.R221C)突变，6 例为 c.965G>A（p.R269H）突变。7 例为

c.1493C>T （p.S445L）突变。c.1388A>G（p.N410S），c.1388A>T（p.N410I），c.943C>T

（ p.H262Y ） ， c.1519G>A （ p.H454Y ） ， c.1516G>A （ p.V453M ） ， c.1486A>T 

（p.R443W），c.1495 C>A(p.G446C)各 1 例。谷氨酸脱氢酶酶动力学分析证明新的突变

p.V453M,p.R443 W，p.N410S 为致病突变。 

结论  本研究是国内最大样本基于基因及酶学诊断的 GDH—HI 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总结。表

型轻重不一，甚至可无低血糖症状，血氨正常也不除外本型的可能性。基因诊断是本型确诊的可靠

依据。及时诊断治疗可达到智力正常，二氮嗪治疗仅能控制低血糖不能改善高氨血症。癫痫多见，

尚无有效降氨方法。本组基因突变类型同国外报告，p.S445L 为热点突变。 

 
 

PU-1035 

糖化血红蛋白诊断冠心病患者糖代谢异常的切点选择 

 
郑晓敏,刘翠平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微创医院 

 

目的  研究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对住院冠心病患者糖代谢异常的诊断切点，并评估其诊断价

值 

方法  分析 212 名无糖尿病病史的住院冠心病患者（男 118 例，女 94 例，年龄 56.03±10.19 岁）

和 100 例健康体检者（男 59 例，女 41 例，年龄 54.46±12.75 岁）糖代谢状况，用 ROC 曲线评价

HbA1c 基于以 OGTT 诊断糖代谢异常为金标准的最佳诊断分界点。比较 HbA1c 与空腹血糖的诊断

价值。 

结果  冠心病组糖代谢异常检出率为 53.3%，对照组为 22.0%。冠心病组 HbA1c 诊断糖尿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27（95%CI：0.888-0.966），以空腹血糖诊断糖尿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

为 0.789（95%CI：0.717-0.860）；HbA1c 诊断糖尿病前期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68

（95%CI：0.820-0.917），以空腹血糖诊断糖尿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39（95%CI：0.671-

0.806）。冠心病组 HbA1c 诊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最佳切点分别是 6.15%和 5.65%，对照组

HbA1c 诊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最佳切点分别是 6.55%和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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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化血红蛋白是筛查冠心病患者糖代谢状况的有效手段，其临床诊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

切点低于普通人群。 

 
 

PU-1036 

天津市 2 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流行病学研究 

 
段丽君,江霞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糖尿病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慢性病，并可导致眼、肾、神经、血管和心脏

等组织、器官的慢性并发症，以致最终发生失明、下肢坏疽、尿毒症、脑中风或心肌梗死,甚至危

及生命。为了解天津市部分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整体状况，做好防控措施，我们对天津市糖尿病

人群进行了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方法  选取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天津市糖尿病第一鉴定中心针对我市糖尿病人群发放并

收回患者调查问卷，其中主要包含糖尿病并发症情况、并对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糖耐量以及胰岛功

能检测结果等做有序的管理。本研究共收集药物控制 2 型糖尿病者（1 组）622 例，年龄范围为

22~72 岁，平均年龄 56.25±8.11 岁，男、女、比例为 1.03:1,平均病史 6.99±4.16 年；共收集注射

胰岛素控制 2 型糖尿病者（2 组）658 例，年龄范围为 20-58 岁，平均年龄 53.30±5.22 岁，男、女

比例为 1.18:1，平均病史 7.23±5.01 年。 

结果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622 例药物控制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平均值为 7.98%，658 例胰岛素注

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平均值为 7.22%，两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有统计学差异（P<0.05）。有视网

膜 病 变 者 与 无 病 变 者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水 平 分 别 为 9.33% 、 7.97% ，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F=6.859    P=0.010）。有神经病变者与无病变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 7.23%、8.18%，无

统计学差异（F=6.334，P=0.012）。有糖尿病心肌病变者与无病变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

8.30%、7.52%，有统计学差异（F=6.666，P=0.010）。有周围血管病病变者与无病变者糖化血红

蛋白水平分别为 9.25%、7.91%，有统计学差异（F=5.377，P=0.001）。有神经病变者与无病变

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 7.27%、7.92%，无统计学差异（F=1.831，P=0.176）。 

结论  糖尿病患者年龄及病程与并发症的发生率有正比关系，病程越长、糖尿病患者年龄越大，并

发症的发生概率就越大，说明在糖尿病人群中应及早给予良好的糖尿病健康教育，使患者认识到并

发症的发生机制、危险因素、对人体的危害和防治方法等，持之以恒加以血糖控制和并发症的防治

有重要意义。 

 
 

PU-1037 

木丹颗粒对高糖环境下血管内皮细胞 Nrf2/ARE 信号通路的影响 

 
王镁 1,李都 2,姚雨杉 2,于世家 1 

1.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辽宁中医药大学 

 

目的  动脉粥样硬化(AS)是一种慢性炎症疾病，氧化应激在引发和加重动脉炎性反应中起关键作

用。Nrf2/ARE 通路是迄今发现的抗氧化应激最重要的通路之一，包括核因子 NF-E2 相关因子

（Nrf2）及其下游因子血红素氧红酶-1（HO-1）、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γ-GCS）等。肿瘤坏死

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是重要的炎性因子。木丹颗粒为于世家教授带领内分泌科研

制的具有益气活血通络功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的专药，获国家药监局六类新药批

产证书后上市。临床研究发现木丹颗粒可降低糖尿病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提高踝

臂指数（ABI），改善足背动脉血管内径及血流量情况。本研究旨在通过体外研究进一步探讨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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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的血管保护作用是否与激活 Nrf2/ARE 通路，发挥抗氧化应激作用，减轻血管内皮细胞炎性反

应有关。 

方法  （1）复苏及培养血管内皮细胞，行细胞传代。（2）30 只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 3

组，每组 10 只，正常组及模型组予生理盐水灌胃，治疗组予木丹颗粒灌胃，连续灌胃 5 天后采

血，离心获得含药血清。（3）将正常组含药血清加入正常糖浓度培养的内皮细胞中培养，剩余 2

组含药血清分别加至高糖培养的内皮细胞中培养，24 小时后收集细胞及上清液用于相应的指标检

测。（4）应用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 技术观察各组内皮细胞 Nrf2 及其下游因子 HO-1、

γ-GCS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应用 ELISA 技术观察各组内皮细胞炎性因子 TNF-α、IL-6 的蛋

白表达水平。 

结果  （1）Western blot 及 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 Nrf2、HO-1、γ-

GCS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升高(P 均<0.01)；与模型组比较，治疗组可进一步上调 Nrf2、HO-1、

γ-GCS 的表达(P 均<0.01)；（2）ELISA 结果显示，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 TNF-α、IL6 蛋白表达

水平显著升高(P 均<0.01)，而治疗组可下调 TNF-α、IL-6 的表达(P 均<0.05)。 

结论  木丹颗粒可能通过激活 Nrf2/ARE 通路，发挥抗氧化应激作用，降低内皮细胞炎症反应，从

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PU-1038 

非酮症性高血糖合并偏侧舞蹈症一例的护理 

 
樊洁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舞蹈症又称投掷症、手足徐动症，是一种典型的运动障碍性疾病，可见于多种疾病，比如脑

梗、糖尿病。非酮症性高血糖是偏侧舞蹈症一种罕见的病因，通常这种综合征患者有长期血糖控制

不佳的病史，可为糖尿病的首发表现。这种由高血糖引起的运动障碍早期识别十分重要，因为相比

于脑血管疾病引发的运动障碍，高血糖所致舞蹈症早期识别处理后预后良好。 

方法  本文现报道 1 例非酮症性高血糖合并偏侧舞蹈症的患者，从血糖管理、安全护理、心理护

理、加强病情观察、用药护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对患者进行积极治疗和精心护理，症状明显减轻。

同时，阐明本病的护理难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患者为高龄，基础病多，且依从性差。2. 肢体的不

自主运动会造成潜在的安全隐患。3.患者舞蹈动作频繁，影响日常生活，加重患者负性情绪，使患

者出现抵抗心理，不配合治疗、护理。 

结果  本文现报道 1 例非酮症性高血糖合并偏侧舞蹈症的患者，从血糖管理、安全护理、心理护

理、加强病情观察、用药护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对患者进行积极治疗和精心护理，症状明显减轻。

同时，阐明本病的护理难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患者为高龄，基础病多，且依从性差。2. 肢体的不

自主运动会造成潜在的安全隐患。3.患者舞蹈动作频繁，影响日常生活，加重患者负性情绪，使患

者出现抵抗心理，不配合治疗、护理。 

结论  非酮症性高血糖引起的偏侧舞蹈症近 20 来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多发生于血糖控制较差的老年

患者。表现为急性或亚急性起病，单侧或双侧肢体不自主、不规则的舞蹈样动作及挤眉弄眼、噘

嘴、伸舌、面肌抽搐等无法控制的面部表情异常。病灶多位于对侧基底节，尤其是丘脑底核、尾状

核、壳核。由于高血糖所致偏侧舞蹈症在临床上比较少见，应注意与其他疾病比如脑血管疾病的鉴

别诊断，对于出现此类症状的患者，即使没有糖尿病病史及家族史，也应做糖尿病的筛查，确保早

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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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9 

父母参与对糖尿病成人初显期患者疾病管理结局 

 
朱艳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我国对成人初显期糖尿病患者父母教育相对滞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出现了刻意延

迟进入成人护理阶段的现象，因此患者父母的健康教育应受到重视，医护人员应提前做好准备，不

仅要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更要对父母进行正确的宣教，使其能够及早予以有效干预，帮助患者规

范监测，完成疾病管理的良好过渡。此外，应加强延续性护理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医护人

员应鼓励患者积极复诊，进行相关并发症的筛查率等，这能够有利于健康结局，减少并发症的出

现。 

方法  本文从以下对父母参与的概念及其对患者的影响进行综述,在成人初显期及父母参与的相关概

念及特征，父母参与对糖尿病患者成人初显期的结局及自身的影响，从健康结局，发展结局，行为

结局，对父母自身的影响等进行详细阐述。 

结果  近年来，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糖尿病管理中逐渐受到重视，而现阶段此种护理方式主要在

儿科护理应用较多。而成人初显期患者需要应对与同龄健康人一样的来自学习和生活的挑战，还要

面对疾病带来的压力。父母是家庭的主要成员更是糖尿病患者疾病管理的重要角色，而在成人初显

期随着责任的转移，父母在此期给予支持与帮助能提升患者的心理功能、自我照顾能力及血糖控

制，提高生活质量。因此父母要能够学会调整参与的时间和类型来提高患者的自我疾病管理能力和

自我效能。 

结论  我国对成人初显期糖尿病患者父母教育相对滞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出现了刻意延

迟进入成人护理阶段的现象，因此患者父母的健康教育应受到重视，医护人员应提前做好准备，不

仅要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更要对父母进行正确的宣教，使其能够及早予以有效干预，帮助患者规

范监测，完成疾病管理的良好过渡。此外，应加强延续性护理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医护人

员应鼓励患者积极复诊，进行相关并发症的筛查率等，这能够有利于健康结局，减少并发症的出

现。 

 
 

PU-1040 

结构化教育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进展 

 
朱艳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 DM)是全球流行性疾病且发病率不断上升，而对于糖尿病给患者带

来的巨大挑战，健康教育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结构化教育是一种有计划的、分阶段进行的、且能与

个体知识水平及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健康教育项目，该教育项目内容系统灵活、能够满足个体生理与

心理需求，且教育效果可进行量化与评估，使教育的目更加明确。但目前国内结构化教育的开展主

要集中于知识传送阶段、与国外注重行为改变差异较大，因此，我国在结构化教育的开展尚需借鉴

国外相关经验，以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方法  本文从结构化教育的定义及发展、国外糖尿病结构化教育模式、国内糖尿病结构化教育模

式、 糖尿病患者结构化教育效果评价进行综述，为糖尿病结构化教育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 

结果  结构化教育能够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对于 HbAlc 的影响效果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多差异。

结构化教育组知识水平和自我管理能力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改善。结构化教育对糖尿病患者抑郁及焦

虑等负性心理的改善作用肯定。结构化教育使患者糖尿病痛苦的比例减半，HbA1c、低血糖发生、

DKA 均有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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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构化教育在提升糖尿病患者知识水平、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以及改善心理方面均取得了一定

效果。目前，国外结构化教育的内容、实施过程及随访评价均有完善的流程，而国内的相关体系还

需进一步完善，也应注重教育后效果的评价，同时立足我国医疗现状不断完善发展，以推动和促进

糖尿病健康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PU-1041 

贝那鲁肽治疗 2 型糖尿病的预算影响分析 

 
宣建伟 1,邓焕 2,杨帆 3 

1.中山大学 

2.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上海盛特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从医保支付角度对贝那鲁肽注射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替代利拉鲁肽注射液治疗中国 2 型糖尿

病对全国及各省市医保基金的影响。 

方法  Excel 中建立预算影响分析模型，评估全国基各省市 1-3 年贝那鲁肽注射液代替不同比例利拉

鲁肽注射液对医保预算基金的影响。模型中输入 2 型糖尿病的流行病学数据，考虑贝那鲁肽注射液

替代不同利拉鲁肽注射液的市场份额、两种药品价格、临床实际使用剂量，得出在不同替代市场份

额下两药纳入医保范围内将对医保基金产生的冲击大小。 

结果  在当前贝那鲁肽、利拉鲁肽的市场份额下，全国范围内使用两种药物的人数为 32,884、

624,802 人；考虑两药临床实际使用剂量，可得出两药每天花费分别为 29.5、31.7 元/天；两药治

疗 2 型糖尿病人一年全国范围内总花费为 354,082,080、7,230,796,175 元。假设贝那鲁肽代替利

拉鲁肽市场份额的比例变化为 10%~100%，则一年全国范围内两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总花费变化

为 354,082,080~6,543,124,76 元，可节省的花费为 687,671,409~6,876,714,095 元。不同省市、

治疗时限均可在模型中作相应调整，研究结果均为可节省医保基金。 

结论  贝那鲁肽注射液代替利拉鲁肽注射液治疗 2 型糖尿病可节省医保基金，且随着代替市场份额

越大，节省的医保基金越多。 

 
 

PU-1042 

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危险因素分析 

 
王津京 1,2,陈康 2,曾静 1,郭庆玲 1,方毅 1,母义明 2 

1.解放军三 0 七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哪些因素会影响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出现不良临床事件仍不完全清楚。本研究旨在评估进行

择期大中型骨科、普外科手术时，哪些危险因素是糖尿病发生术后不良事件的主要原因。 

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 2010 年至 2015 年进行骨科、普外科手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疾病分类诊

断依据国际疾病分类诊断第 10 版。术后不良事件定义为因呼吸、循环异常、其他严重并发症进入

ICU 治疗，术后发生切口感染，其他部位感染，死亡。应用 t 检验分析术前、术后血糖、血压及生

化指标的变化。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术前血糖、术后血糖、社会人口学特征、血压、肝肾功能与

术后不良事件的关系。 

结果  1525 例进行择期大中型手术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 63.49 ± 10.82 岁，病程 8.81 ±6.64 年，

88.3%接受大型手术，8.6%接受中型手术，3.0%接受小型手术治疗。糖尿病患者术后发生不良事

件 118 例，占总患者数（7.7%）。呼吸衰竭（36.4%）、循环障碍 15 例（12.7%）、呼吸循环异

常 23 例（19.5%）、切口不愈合 11 例（9.3%）、其他部位感染 15 例（12.7%）、其他合并症 8

例（6.8%）、死亡 3 例（2.5%）。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男性、吸烟、糖尿病合并症、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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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肾功能、术后末梢血糖与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有关。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术后末梢血糖每升

高 1mmol/L, 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升高 OR=1.14(95%CI:1.03,1.3);年龄升高 1 岁，术后不良事件发

生率升高 OR=1.06(95%CI:1.03,1.09) ;女性糖尿病患者在围手术期发生不良事件是男性

OR=0.43(95%CI:0.27-068); 有 糖 尿 病 并 发 症 术 后 不 良 事 件 发 生 概 率 升 高 OR=2.21 

(95%CI:1.24,3.92)；肾功能正常，不良事件发生率 OR=0.3(95%CI:0.15，0.62) 。 

结论  在择期、限期大中型手术中糖尿病患者发生呼吸衰竭、循环异常、感染、死亡等术后不良事

件的比例为 7.7%。年龄、性别、吸烟、术后末梢血糖、肾功能、术后末梢血糖与术后不良事件的

发生有关。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危险因素评估十分必要。在择期大、中型手术后对

糖尿病患者进行规范的血糖管理可能改善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的发生。 

 
 

PU-1043 

2 型糖尿病男性患者腹部脂肪分布与脑白质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沈慧玲,王静,谭擎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杭州空军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男性患者腹部脂肪分布对脑白质病变发生的影响及潜在原因 

方法  纳入口服降糖药治疗的 2 型糖尿病男性患者 241 例，将患者分别根据腰围（WC）、其 CT

下测得的腹腔内脏脂肪面积（VA）、腹内脂肪与皮下脂肪面积比值（VSR）用四分法分成四组，

比较四组患者脑白质病变发生率的差异，并分析其可能原因。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VSR 越大，发生脑白质病变患者越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 VSR 与

患者空腹胰岛素水平、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正相关。然而按 BMI 及 WC 分组的统计中脑白质病变发

生率并无差异。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腹内脂肪相对皮下脂肪分布越多，越可能发生脑白质病变，可能与增加胰岛

素抵抗相关。 

 
 

PU-1044 

踝臂指数及经皮氧分压预测 2 型糖尿病心脑血管事件的价值 

 
陈显英,陈宗存,陈清华,符茂雄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踝臂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ABI）及经皮氧分压（ transcutaneous oxygen 

pressure，TcPO2）作为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心脑血管事件风险预测因子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访研究的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住院的 T2DM 患

者，纳入标准：年龄在 41-75 岁之间，糖尿病病程超过 1 年；排除标准：既往有冠脉事件、冠脉血

管重建、心衰、心肌病史，合并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合并肝肾疾病（肌酐＞130 μmol/L），未控

制的高血压（BP＞ 180/100 mmHg），合并妊娠，有严重的外周血管疾病（有间歇性跛行或既往

曾行血管介入术），既往及目前有足部溃疡，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随访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血管

事件（MACE），包括心血管疾病死亡、猝死、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致命或非致命性的心肌梗

死）、冠状动脉血运重建、脑卒中（包括脑梗死或脑出血）、一过性脑缺血发作（TIA）、因胸痛

或充血性心衰入院。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探索 T2DM 患者 MACE 的风险因子；采用生存曲线分

别分析 ABI 与 TcPO2预测 T2DM 心脑血管事件风险的价值。 

结果  总共 198 例患者符合入排标准，其中失访 18 例（9.1%），共 180 例患者纳入分析，平均随

访 19.5±4.7 个月，其中 28 例（15.6%）T2DM 患者发生了 MACE。生存分析表明，ABI≤0.9 组发

生 MACE 的概率显著高于 ABI＞0.9 组（P＜0.001）；比较 TcPO2 正常及异常组的生存曲线没有

统计学差异；Cox 回归分析表明 ABI 可作为 T2DM 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预测因子（RR=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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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且这种预测价值在校正了年龄、糖尿病病程、HbA1c、他汀类药物使用、TC 后仍然

存在（RR=0.176，P=0.042）；TcPO2则与 T2DM 患者 MACE 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ABI 与 T2DM 患者心脑血管事件显著相关，可作为 T2DM-MACE 的风险预测指标，本研究无

法证明 TcPO2 对心脑血管事件具备预测价值，未来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如联合检测 ABI 及

TcPO2可能有助于更好的判断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程度。 

 
 

PU-1045 

表观遗传修饰对 VEGFB 信号通路介导的追赶 

生长小鼠骨骼肌脂质转运的作用研究 

 
胡胜清,陈璐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明确 VEGFB 信号通路在追赶生长小鼠骨骼肌脂质沉积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探究表观遗传修

饰在该信号通路变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方法  60 只 C57BL/6J（16-18g）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NC，20 只）、追赶生长组（RN，20

只）和追赶生长+骨骼肌病毒局部干预 VEGFB 组（RN+AAV，20 只），正常饮食组给予普通饲

料，追赶生长组给予 50%热卡限制限食 4 周后开放饮食 8 周，病毒干预组进行胫骨前肌局部 AAV-

shRNA 干预（左右腿分别注射干预病毒及空白病毒）。分别在第 4 周及第 12 周对小鼠进行

GTT、ITT 检测其胰岛素敏感性，同时处死各组小鼠（n=5）进行血生化检测，取胫骨前肌进行

ORO 染色检测脂质沉积情况，Western Blot 及 qPCR 检测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变化，同时检测

VEGFB 介导的脂质转运通路中的各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变化。采用 3H-油酸灌胃检测了小鼠骨骼

肌中脂肪酸转运情况（n=5）。采用 ChIP-qPCR 检测了 VEGFB 启动子区 H3K9me1 的变化情况，

此外我们检测了针对 H3K9me1 甲基化转移酶及去甲基化转移酶的变化情况，同时设计针对去甲基

化转移酶的 siRNA 对 L6 细胞进行干扰，验证该去甲基化转移酶对 VEGFB 表达的调控情况。 

结果  追赶生长小鼠在限食末期胰岛素敏感性提高，在第 12 周出现胰岛素抵抗情况，同时胫骨前肌

中脂肪转运增加，脂质沉积增多，骨骼肌局部出现明显胰岛素抵抗，VEGFB 及脂肪酸转运蛋白

FATP3、FATP4 表达增加。给予 AAV-shRNA 骨骼肌局部干预后，追赶生长小鼠 VEGFB 及

FATP3、FATP4 表达下降，骨骼肌局部胰岛素敏感性得到改善，脂肪酸转运及脂质沉积状况均得

到改善。VEGFB 启动子区 H3K9me1 增加，调控其表达的去甲基化转移酶 PHF2 出现明显降低。

体外干扰试验显示降低 PHF2 的表达可使 VEGFB 的表达量增加，同时 VEGFB 启动子区

H3K9me1 增加。 

结论  小鼠追赶生长过程中，骨骼肌中脂肪酸的转运增加可致使骨骼肌中的脂质沉积，从而引起骨

骼肌局部胰岛素抵抗增加，而这一过程主要由 VEGFB 信号通路所介导。同时 VEGFB 在追赶生长

过程中的这种表达变化，可能是通过去甲基化转移酶 PHF2 对 VEGFB 启动子区 H3K9me1 的调控

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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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6 

VEGF-B 启动子区组蛋白乙酰化修饰 

在追赶生长所致骨骼肌脂质沉积中的作用 

 
缑洛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显示，2013 年我国成年人 2 型糖尿病患病率达 10.9%，比 80 年

代初提高了 20 倍。以往研究一致认为 2 型糖尿病是与肥胖密切相关的疾病。为何我国人群肥胖程

度不高而 2 型糖尿病却显著高于他国，既往的研究难以解释。通过限食后再开放饮食构建的追赶生

长大鼠模型可较好模拟我国人群 2 型糖尿病发病特点。新近研究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B（VEGF-

B）在介导脂质跨内皮转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前期结果显示追赶生长大鼠骨骼肌中 VEGF-B 表达

水平较正常组升高，且持续至开放饮食后期。通过构建追赶生长大鼠模型，探究 VEGF-B 启动子区

组蛋白乙酰化修饰改变在追赶生长大鼠骨骼肌脂质沉积中的作用，从而深入阐述追赶生长所致胰岛

素抵抗的发生机制。 

方法  将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C）和追赶生长组（CUG），通过限制饮食（CUG 组饮食量

为 NC 组 60%）4 周后开放饮食构建追赶生长大鼠模型。分别于实验的 4 周（NC4 和 R4）、8 周

(NC8 和 RN4)、12 周（NC12 和 RN8）末进行检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染色

质免疫共沉淀（ChIP）方法检测骨骼肌中组蛋白乙酰化转移酶及组蛋白乙酰化修饰位点水平。 

结果  与 NC 组相比，追赶生长组自限食末（R4）开始，组蛋白乙酰化转移酶 KAT2A、KAT2B 及

KAT3B mRNA 水平增加，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SIRT1、SIRT2 及 SIRT6 mRNA 水平降低，且该

变化一直持续至开放饮食期（RN4 和 RN8）。通过 ChIP 技术检测组蛋白 H3K9、H3K14 及

H3K18 位点乙酰化水平的变化。结果显示 H3K14 和 H3K18 位点乙酰化水平于限食 4 周末（R4）

较正常组升高 3-4 倍，而在开放饮食 4 周（RN4）及 8 周(RN8)后，这两个位点乙酰化水平依然持

续升高。而追赶生长组 H3K9 位点乙酰化水平较正常组无明显改变。 

结论  追赶生长早期（限食末）即出现了组蛋白乙酰化转移酶及乙酰化位点的改变，且持续至开放

饮食后期，进而导致 VEGF-B 表达水平在追赶生长大鼠骨骼肌中的持续增加，促进脂质跨内皮转运

至骨骼肌中，引起骨骼肌中脂质异位沉积，出现骨骼肌乃至系统胰岛素抵抗。有望通过干预组蛋白

乙酰化修饰来改善追赶生长现象所致的胰岛素抵抗及代谢紊乱性疾病。 

 
 

PU-1047 

糖尿病足下肢血管介入治疗的临床观察研究 

 
王渊,郑宏庭,童强,徐静,王慧,张瑞,张晓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带来严重的经济及社会负担。血管介入技术具有微

创、安全、有效等特点，已应用于糖尿病足大血管重建的治疗，但其疗效报道不一。我们通过对本

院下肢血管介入治疗前后的糖尿病足患者进行为期 1 年的随访观察，分析下肢血管介入治疗的有效

性以及安全性，进而为临床上糖尿病足患者的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根据 2010 年 ADA 糖尿病诊断标准，我们选取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51 位住院的

糖尿病患者，其临床表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肢麻木、静息痛、间歇性跛行，或足部溃疡不愈，下肢

CTA 提示血管狭窄，均有行下肢血管介入治疗指征。收集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均

行踝肱指数(ABI)检查，术后复查 ABI，并于术后 3 月、6 月、12 月分别行 ABI 检查，术后 12 个月

时再行下肢 CTA 明确是否存在血管再狭窄；随访期间记录并发症情况。 

结果  51 名患者共 61 条腿行下肢血管介入治疗，患者中男性 37 名，女性 24 名，其中吸烟 31 名

(50.8%)，中位年龄 72(68, 75)岁，糖尿病病程 15.35+3.27 年，平均体质指数 24.19+2.99 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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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 8.9%(7.5%, 10.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48(2.11, 3.20) mmol/L。其中 18 条腿

行单纯球囊扩张术，43 条腿行球囊扩张术以及支架植入术。术中靶血管均开通，术后造影显示狭

窄<30％，有直达足部血流，手术成功率 100%。术后患肢皮温、疼痛症状明显缓解。与术前

ABI(0.46+0.29)相比较，术后 ABI(0.79+0.29)明显改善(P＜0.001)。随访过程中，其中 3 条腿行截

肢术(4.9%)，8 条腿发生血管再狭窄(13.1%)，2 条腿出现动脉血栓(3.2%)，1 条腿出现缺血再灌注

损伤(1.6%)，2 名患者出现脑梗塞(3.2%)。术后 3 个月、6 个月、12 月 ABI 分别为 0.82+0.16，

0.78+0.15，0.75+0.16，均较术前有明显改善(P＜0.001)。 

结论  下肢血管介入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肢血管情况，且并发症较少，1 年内截肢率以及再狭窄率

较低。由于我科下肢血管介入手术开展时间较短，样本量较小，期望在随后的试验中继续扩大患者

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进而得出更为肯定的结论；从而为临床糖尿病足患者治疗提供一定的科学

依据。 

 
 

PU-1048 

2 型糖尿病患者眼底出血与腰围及 BMI 的相关性研究 

 
旷劲松,刘飞,张琳,秦娟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分析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眼底病变与体重及腰围的相关性，判断体重和腰围是否是眼底病变

的风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300 例，平均

年龄 56.9±11.8 岁; 其中男性 158 人，女性 142 人，共同纳入分析，根据患者病例登记的数据，收

集了患者糖尿病疾病史（年），年龄（岁），眼底照相结果（阴性<无出血或渗出>，阳性<有出血

或渗出>），腰围(cm)，BMI，高血压诊断（是、否），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及餐后血糖等生

化指标，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各组间年龄，性别，高血压等传统危险因素进行调整，并对腰围和

BMI 与糖尿病眼底出血的相关性进行评估分析。 

结果   300 例患者中，眼底照相结果阴性患者 164 人 ,眼底照相结果阳性患者 136 人 , 

BMI25.50±3.11，腰围 89.84±7.36。在多变量模型中，剔除年龄，性别，高血压等传统危险因素

后：男女两组的 BMI 与眼底出血与否呈负相关 (OR=0.85 [95% CI, 0.77-0.94]和 OR=0.97 [95% CI, 

0.94-0.99]), 而腰围与眼底出血与否呈正相关 (OR=1.27 [95% CI, 1.04-1.56] 和 OR=1.12 [95% CI, 

0.57-2.38])。 

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无论男女，较高的 BMI 似乎对糖尿病眼底出血都有优势保护, 而较高的

腰围则与眼底出血呈正相关，腰围每增加 1cm，眼底出血风险男性增加 27%，女性增加 12%。 

 
 

PU-1049 

背侧胰腺发育不全 1 例病例报道 

 
董莹莹,牛敏,高政南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背侧胰腺发育不全的临床特点。 

方法  背侧胰腺发育不全是一种罕见的胰腺先天畸形，属于常染色体遗传性疾病，以胰腺体尾部不

发育或发育不全为主要特点。1911 年首次报道。2009 年 Schnedl 等通过 PubMed 检索过去 100

年间的英文及德文文献，结果显示仅有 53 例背胰发育不全的病例报道。患者，男性，12 岁，因

“多尿多饮半年”入院。既往 1 岁时行疝气手术，已愈。为二胎顺产。家族中否认糖尿病家族史。入

院查体：上腹轻压痛，无反跳痛及肌紧张，余查体阴性。化验检查：馒头餐胰岛素释放试验：血

糖：0 分 5.80mmol/L；30 分 14.35mmol/L；120 分 23.71mmol/L；胰岛素：0 分 9.8mU/L，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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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mU/L，120 分 36.3mU/L，C 肽：0 分 0.32ng/ml；30 分 0.82ng/ml；120 分 2.14ng/ml。血清

GAD、ICA、IAA 阴性，腹部增强 CT：1.左侧肾盂积水，伴左侧肾实质变薄，考虑肾盂、输尿管移

行处良性狭窄；2.双肾低密度灶，倾向囊肿；3.胰腺体尾部缺如；4、折叠胆囊。 

结果  背侧胰腺发育不全，糖尿病分型考虑为特殊类型糖尿病。予 CSII 强化胰岛素治疗，血糖控制

达标。 

结论  先天性背侧胰腺发育不全是一种是十分罕见的胰腺发育畸形，是一种常染色体遗传性疾病，

背侧胰腺发育不全的诊断主要靠影像学检查，以胰腺体尾部缺失为主要特点，诊断以背侧胰管缺失

为主要标准。背侧胰腺发育不全最常见的并发症为糖尿病，其次为胰腺炎，多数患者需要胰岛素治

疗。背侧胰腺发育不全患者还常合并多种其他器官先天畸形，以多脾综合征最为多见，其次是心脏

畸形，多数患者合并多器官畸形。本例患者合并肾盂、输尿管畸形。 

 
 

PU-1050 

妊娠高血糖患者孕期应用二甲双胍的临床经验 

 
唐蕾,白宇,李玲,杜润雨,李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用于妊娠高血糖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收集妊娠期糖尿病（GDM）、妊娠期显性糖尿病（ODM）、孕前糖尿病合并妊娠

（PGDM）患者（n=135）的资料，根据孕期是否联合使用二甲双胍分为常规治疗组（n=60）和伍

用二甲双胍组（n=75）。对各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孕期体重变化和胰岛素剂量进行比较。 

结果  伍用二甲双胍组的孕前体质指数和分娩前体重大于常规治疗组，尽管 PGDM 伍用二甲双胍组

的起始基础、餐时和胰岛素总量均大于常规治疗组，但所有伍用二甲双胍患者孕期胰岛素剂量的增

加均少于常规治疗组（P<0.05 或 P<0.01）。当患者孕期胰岛素剂量>100U/日时，伍用二甲双胍组

胰岛素剂量的增加较常规治疗组均明显减少（P<0.05），巨大儿的发生率更低（P=0.002）；当患

者孕前体质指数≥28 kg/m2 时，伍用二甲双胍组的基础、餐时和胰岛素总剂量的增加也明显减少

（P<0.05）。 

结论  孕期联合应用二甲双胍可明显减少胰岛素剂量，二甲双胍或许是妊娠高血糖患者的新选择，

尤其是肥胖或胰岛素剂量较大的患者。 

 
 

PU-1051 

每周一次度拉糖肽在不同基线 HbA1c 

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吕肖峰 1,王丰 2,楼颖 2,王凡 2,顾丽群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2.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目的  在中国成人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进行的两项随机试验显示，度拉糖肽（每周 1 次给

药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能显著降低 HbA1c。本事后分析在上述试验中进行，在基线 HbA1c 

<8.5%或≥8.5%的 T2DM 患者中评估度拉糖肽 1.5 mg 和 0.75 mg 治疗 26 周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在度拉糖肽 vs 格列美脲研究（GBCG, NCT01644500; n=556）中，患者未接受过药物治疗

或入组后停用口服药单药治疗；在度拉糖肽 vs 甘精胰岛素研究（GBDK, NCT01648582; n=591）

中，患者继续使用二甲双胍和/或磺脲类药物。分析采用混合模型重复测量法在调整的意向治疗分

析集中进行。在单个研究中对 HbA1c 和体重较基线的变化进行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685 

 

结果   在两项研究中，GBCG 中 70.1%的患者和 GBDK 中 59.7%的患者基线 HbA1c<8.5%

（HbA1c 均值分别为 7.4%和 7.6%），GBCG 中 29.9%的患者和 GBDK 中 40.3%的患者基线

HbA1c≥8.5%（HbA1c 均值分别为 9.2%和 9.4%）。在 GBCG 研究中，26 周时 HbA1c 自基线的

变化，在 HbA1c<8.5%和≥8.5%的患者中分别为：度拉糖肽 1.5mg：-1.1%和-2.2%；度拉糖肽

0.75mg：-0.9%和-2.0%；格列美脲：-0.7%和-1.5%。在 GBDK 研究中，26 周时 HbA1c 自基线的

变化，在 HbA1c<8.5%和≥8.5%的患者中分别为：度拉糖肽 1.5mg：-1.2%和-2.3%；度拉糖肽

0.75mg：-1.0%和-1.7%；甘精胰岛素：-0.6%和-1.7%。26 周时，无关基线 HbA1c 水平，度拉糖

肽两个剂量治疗组患者体重都下降，而格列美脲或者甘精胰岛素治疗组患者体重增加。两项研究

中，度拉糖肽两个剂量组患者低血糖发生率低。在基线 HbA1c≥8.5%的患者中低血糖发生率更低。 

结论  上述两项研究显示，在中国 T2DM 患者中，度拉糖肽 1.5mg 和 0.75mg 与对照组相比，

HbA1c 下降更多，伴体重减轻且低血糖更少。与基线 HbA1c<8.5%的患者相比，基线

HbA1c≥8.5%的患者其 HbA1c 下降更明显。 

 
 

PU-1052 

生长分化因子 11 对糖尿病下肢缺血大鼠血管新生的作用研究 

 
张佳佳,向光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生长分化因子 11（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 GDF11）可改善糖尿病小鼠代

谢水平，此外可以修复大脑微血管系统，促进缺血心肌组织损伤恢复，但仍未有研究证实 GDF11

对糖尿病下肢缺血的作用。本文探讨 GDF11 对糖尿病大鼠下肢缺血部位中血流恢复及血管新生的

作用,以及对缺血肌肉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 HIF1α）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取 60 只 200-220g SPF 级的 SD 大鼠，通过注射链脲佐菌素建立糖尿病模型，筛选空腹血

糖≧16.7mmol/L 大鼠 40 只，饲养 12 周后建立下肢缺血模型，随机分为 4 组：糖尿病下肢缺血模

型+磷酸缓冲液组（PBS 组）、糖尿病下肢缺血模型+GDF11 重组蛋白治疗组（GDF11 组）、糖

尿病下肢缺血模型 + IgG Ab 组（IgG Ab 组）、糖尿病下肢缺血模型 + GDF11 抗体组（GDF11 Ab

组）。其中 GDF11 组在建模后连续 14d 给予腹腔注射 GDF11 重组蛋白（0.1mg/kg），PBS 组注

射等量 PBS 溶液；GDF11 Ab 组通过腹腔注射 GDF11 抗体 100mg，IgG Ab 组则注射等量 IgG 

Ab，一周两次连续两周。分别在建模后 0、7、14d，采用激光多普勒血流仪检测各组下肢血流灌

注情况，免疫荧光染色测定 CD31，判断缺血部位肌肉毛细血管数量，免疫印迹检测各组 HIF1α、

VEGF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GDF11 组缺血下肢血流量第 7、14 天较 PBS 组明显升高，而 GDF11 Ab 组第 14 天缺血下

肢血流量较 IgG Ab 组降低。与之一致，GDF11 干预后缺血下肢周围微血管增多，而 GDF11 Ab

组较对照组微血管减少，同时，免疫印迹法发现 GDF11 干预后 HIF1a、VEGF 表达升高，而

GDF11 Ab 干预后其表达降低。 

结论  GDF11 干预后可促进糖尿病大鼠下肢缺血恢复，其作用可能与提高缺血状态下促血管生成因

子 HIF1α 及 VEGF 蛋白的表达，增加微血管数量有关。通过本研究我们能够推断，GDF11 可能通

过上调促血管生成因子 HIF1a、VEGF 的表达，促进缺血区域微血管的生成，建立侧支循环，从而

促进糖尿病下肢缺血的恢复。因此，GDF11 有可能缓解糖尿病下肢缺血并发症的病程，本研究结

果对探讨糖尿病下肢缺血的防治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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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3 

生长分化因子 11 对糖尿病大鼠体内 

内皮祖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影响 

 
张佳佳,向光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在糖尿病状态下，EPCs 数量减少，功能损伤，这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主要病理因素之

一。生长分化因子 11（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 GDF11）是新近发现的再生因子，可改

善糖尿病糖脂代谢紊乱，保护 b 细胞功能，对糖尿病治疗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讨 GDF11 对

糖尿病大鼠体内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数量及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雄性 SPF 级 SD 大鼠 40 只，自由饮水进食。适应性喂养一周后，随机挑选 10 只作为正

常对照组，剩余 30 只通过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建立糖尿病大鼠模型。建模 12 周后，挑选

成功建模的 20 只糖尿病大鼠随机分为模型对照组与实验组，实验组腹腔注射 rGDF11 0.1mg/kg 连

续干预 14 天，模型对照组给予等量 PBS。14 天后，取动脉血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EPCs 数量，取

大鼠股骨及胫骨骨髓，分离培养 EPCs，通过小管形成实验及迁移实验检测 EPCs 功能。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组间各指标的多重比较采用 LSD—t 检验。 

结果  模型对照组大鼠循环 EPCs 数量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减少（t=4.823, P<0.01），且迁移能力及

小管形成能力比正常对照组降低（t= -15.236、t= -7.005, P 均<0.01）。而 GDF11 干预后，实验组

大鼠循环 EPCs 数量较模型对照组明显增多（t=2.784, P<0.05），同时实验组迁移能力及小管形成

能力比模型对照组提高（t= -7.066、-6.296, P 均<0.01）。 

结论  GDF11 可以动员糖尿病大鼠循环 EPCs，且增强糖尿病大鼠 EPCs 迁移和小管形成能力。

EPCs 数量及迁移和小管生成功能与其参与修复受损血管直接相关，结果说明 GDF11 对 EPCs 有

直接的正性调节作用。这为将 GDF11 用于治疗糖尿病血管并发症提供了进一步的实验依据。 

 
 

PU-1054 

生长分化因子 11 对高糖诱导的内皮祖细胞损伤 

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张佳佳,向光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目的  目前已有研究指出高糖影响 EPC 的数量与功能，而生长分化因子 11（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GDF11）作为潜在抗衰老因子，已被证实可改善糖尿病糖脂代谢紊乱。但 GDF11 对于

高糖环境下 EPCs 的干预作用尚缺乏相关研究。本文探讨 GDF11 对高糖诱导的大鼠骨髓来源内皮

祖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在体外不同葡萄糖浓度下培养骨髓来源内皮祖细胞（BM-EPCs），分别加入重组 GDF11 蛋

白（rGDF11）、转化生长因子 b（TGF-b）受体 I 抑制剂 SB431542 等干预因素。根据实验目的

及干预因素不同将细胞随机分组为：正常对照组、高糖组、高糖 +rGDF11 组、高糖

+rGDF11+SB431542 组。 采用 MTT 测定增殖功能；膜联蛋白 V-异硫氰酸荧光素/碘化丙啶

(AnnexinV-FITC/PI)双标记检测细胞凋亡率，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细胞内 Bcl-2、

Bax，以及 Cleaved-caspase3 等凋亡蛋白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各组细胞 p-Smad2/3 表

达水平。多组间比较选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多重比较选用最小显著差异 t 检验。 

结果  高糖可明显减弱内皮祖细胞增殖功能（吸光值 0.23±0.03 比 0.12±0.01， P<0.01），降低

Bcl-2/Bax 比例，升高凋亡关键酶 Cleaved-caspase3，内皮祖细胞凋亡率增加（分别为 0.45±0.09

比 1.21±0.23、0.28±0.02 比 0.07±0.00、18.63±3.02%比 2.82±0.46%，均 P<0.05）。而 rGD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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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可上调 Bcl-2/Bax 比例，减少 Cleaved-caspase3 表达，表明 rGDF11 干预抑制内皮祖细胞凋

亡。SB431542 与细胞共培养后 rGDF11 的抗凋亡作用均明显减弱（P<0.05）。此外，高糖培养显

著降低细胞内 p-Smad2/3 水平（荧光强度表示），rGDF11 预处理可恢复细胞内 p-Smad2/3 水

平，而 SB431542 明显抑制 rGDF11 诱导的细胞 p-Smad2/3 表达增加（均 P<0.05）。 

结论  GDF11 可能通过激活 TGF-b/Smad2/3 通路减少高糖诱导的内皮祖细胞凋亡，且增加内皮祖

细胞增殖能力，为 GDF11 应用于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防治提供依据。 

 
 

PU-1055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3-羧-4-甲-5-丙基呋喃戊酮酸（CMPF） 

水平与肾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易菊芬,于雪梅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南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CMPF 的浓度及其与肾功能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南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417 例血糖控制

不佳的 T2DM 患者，根据 eGFR 计算结果分为 4 组：肾功能正常组［90=<eGFR<120ml／

（min·1.73ｍ
２
）］132 例；高滤过组［eGFR≥120ml／（min·1.73ｍ

２
）］102 例；肾功能轻度下

降组［60=<eGFR<90ml／（min·1.73ｍ
２
）］104 例；肾功能中重度下降组［eGFR<60ml／

（min·1.73ｍ
２
）］79 例。测定每组患者的血清 CMPF 浓度，分析 eGFR 的危险因素。 

结果  四组 CMPF 浓度分别为 174.45(101.98,286.91)（μM）、180.9(102.14,291.19)（μM）、

253.37(161.05,476.77)（μM）和 117.84(75.49,202.69)（μM）（P<0.001），组内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P<0.001）。与肾功能正常组相比，高滤过组的血清 CMPF 水平无明显差异，肾功能轻度下

降组的血清 CMPF 水平明显升高，肾功能重度下降组的血清 CMPF 水平明显下降。 

以肾功能是否损伤为因变量，以 CMPF、性别、年龄、BMI、糖尿病病程、血压等为自变量，分别

对 T2DM 患者肾功能正常患者及肾功能损伤患者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肾功能正常组与高滤过

组间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性别、年龄、BMI 是 eGFR 的独立相关因素（β=0.702、-

0.055、-0.070，P<0.05）。肾功能正常组与肾功能轻度损伤组间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CMPF 是 eGFR 的独立相关因素（β=0.001，P<0.05）。肾功能正常组与肾功能中重度损伤组间二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CMPF、糖尿病病程、SBP、DBP 是 eGFR 的独立相关因素（β=-

0.002、0.061、0.048、-0.063，P<0.05）。 

结论  血清 CMPF 水平是 T2DM 患者肾功能损伤的危险因素。肾脏清除率未降低时血清 CMPF 水

平可能对肾功能影响较小甚至无明显影响，肾脏清除率轻度降低对体内 CMPF 的清除影响较大，

可能造成 CMPF 在人体内积聚并进一步造成恶性影响。肾脏清除率严重降低的患者 CMPF 可以影

响患者肾功能，但此时病人可能合并多种并发症，可能产生较为复杂的结果。 

 
 

PU-1056 

新型降糖药物在 1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 

与安全性评估——一项荟萃分析 

 
蔡晓凌,黄秀婷,张思敏,杨文嘉,韩学尧,纪立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 GLP-1 受体激动剂，DPP-4 抑制剂和 SGLT-2 抑制剂在 1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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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 MEDLINE、EMBASE 数据库检索，截止日期 2018 年 3 月 31 日。检索关键词：1 型糖尿

病，GLP-1 受体激动剂，DPP-4 抑制剂，SGLT-2 抑制剂，随机对照研究。入选标准为 1 型糖尿病

患者中用 GLP-1 受体激动剂或 DPP-4 抑制剂或 SGLT-2 抑制剂与胰岛素联合治疗的随机安慰剂对

照研究。用 Review Manager 5.3 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变量用加权均数（WMD）和 95%可信区

间（CI）表示，分类变量用风险比数比（OR）和 95%CI 表示。 

结果  共 23 个研究入选。与安慰剂相比，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联合 GLP-1 受体激动剂治疗组

HbA1c 显著下降（WMD= -0.20%，95%CI：-0.25~-0.15%，p<0.01），体重显著下降（WMD= -

3.88kg，95%CI：-4.67~-3.09kg，p<0.01），胰岛素剂量显著下降（WMD= -3.77u/天，95%CI：-

5.63~-1.90u/天， p<0.01），低血糖发生风险无差异（ OR= 1.23 ， 95%CI： 0.92~1.64，

p=0.17）。与安慰剂相比，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联合 DPP-4 抑制剂治疗组 HbA1c 下降无差异

（WMD= -0.15%，95%CI：-0.34~0.04%，p=0.13），体重无差异（WMD= 0.10kg，95%CI：-

0.94~1.14kg，p=0.85），胰岛素剂量无差异（WMD= -2.78u/天，95%CI： -5.82~0.26u/天，

p=0.07），低血糖发生风险无差异（OR= 2.17，95%CI：0.17~8.08，p=0.55）。与安慰剂相比，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联合 SGLT-2 抑制剂治疗组 HbA1c 显著下降（WMD= -0.44%，95%CI：-

0.50~-0.39%，p<0.01），体重显著下降（WMD= -3.21kg，95%CI：-3.24~-3.17kg，p<0.01），

胰岛素剂量显著下降（WMD= -6.28u/天，95%CI：-7.40~-5.16u/天，p<0.01），低血糖发生风险

显著增加（OR= 1.90，95%CI：1.35~2.66，p<0.01）。 

结论  新型降糖药物在 1 型糖尿病患者中能带来更好的血糖获益和体重改善，还可以减少胰岛素用

量，但在低血糖发生风险上还需谨慎评估。 

 
 

PU-1057 

HMGCS2 介导的酮体代谢紊乱 

导致糖尿病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 

 
杨叶萍,王蒙,杨慧,刘文娟,何敏,龚伟,李益明,郝传明,张朝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究 HMGCS2 介导的酮体代谢紊乱损伤糖尿病肾病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机制 

方法  取 8 周的 db/db 2 型糖尿病小鼠及同窝非糖尿病小鼠做对照。检测小鼠的血糖、血压、尿白

蛋白/肌酐比值，干预 12 周后留取肾脏组织。根据 microarray RNA 筛选出与酮体生成相关基因

HMGCS2，在小鼠模型和肾小管上皮细胞中验证 HMGCS2 表达并利用化学发光试剂盒检测肾脏局

部酮体含量。检测正常人（n=3）和糖尿病人(n=3)的肾脏组织切片的 HMGCS2 表达差异。对 HK-

2 细胞进行干预，进一步检测酮体（β-羟基丁酸）对肾小管上皮细胞的影响，q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转分化、炎症、纤维化、氧化应激指标。 

结果  与非糖尿病对照小鼠相比，糖尿病小鼠肾脏中酮体生成限速酶 HMGCS2 显著升高，免疫组

化结果显示其主要表达在肾小管中，同时肾脏局部的酮体（β-羟基丁酸）显著升高；与非糖尿病对

照相比，糖尿病病人的肾小管中 HMGSC2 显著升高；给予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 β-羟基丁酸培养，

可导致肾小管 E-cadherin 表达降低，α-SMA 表达升高，小管上皮失去正常功能；同时 TGF-β1、

Fibronectin 表达增加，肾小管的纤维化水平增加；IKB-α 表达降低、MCP-1、TNF-α 表达升高，肾

小管炎症激活；肾小管上皮细胞内 ROS 堆积增加，氧化应激失衡；抑制 HMGCS2 表达后可改善

高糖诱导的上皮功能失衡、纤维化、炎症以及氧化应激。 

结论  HMGCS2 可能通过介导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的酮体代谢紊乱而造成小管细胞的损伤，从而促

进 DKD 的发生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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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8 

2 型糖尿病患者泌汗功能与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相关性研究 

 
宋雯婧,邵加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探讨 T2DM 患者泌汗功能与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CAN）的关系。 

方法  选取 326 例 T2DM 患者（男性 215 例，女性 111 例），平均年龄 54.1±12.46 岁，其中未合

并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NCAN）组 104 例和合并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CAN）组 222 例。研究

对象均通过 Sudoscan 方法检测双手、双足电化学传导率（ESC）以及标准心血管反射试验

（CARTs）测定。根据 ESC 水平将泌汗功能分为 2 组（＞60uS 为无损害； ＜60uS 为有损害)。 

结果  相比 NCAN 组，CAN 组 HESC、FESC 明显下降（P=0.003，P=0.024）。当双手、双足

ESC 下降时，其患者心率变异性水平下降。运用 Spearman 法分析 HESC、FESC 与 Valsalva 指

数、深呼吸心率变化、立卧位心率变化呈正相关，与立卧位血压无明显相关性。控制了性别、年

龄、病程及 BMI、HbA1C 后，FESC 仍与 Valsalva 指数、深呼吸心率变化仍有相关性（P=0.022，

P=0.023）。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心血管自主神经神经病变患者泌汗功能是明显减退的。泌汗功能（尤其是足

部）可能是早期评估糖尿病 CAN 发生的预测指标。 

 
 

PU-1059 

串联质谱技术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姜丁文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糖尿病患者中继发性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情况，以达到早期预防和更好的诊疗。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 241 人及非

糖尿病患者 244 人, 平均年龄在（52.77±13.44）岁，采集病史和血脂、血尿酸、糖化血红蛋白比

和空腹血糖等检查，同时应用串联质谱法进行遗传代谢病的检测，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

法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代谢病的发病率高；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尿酸和糖化血红

蛋白与糖尿病患者代谢病发病有关 

结论  在糖尿病患者中，氨基酸代谢病与脂肪酸代谢病发病率较有机酸代谢病高，尿酸和糖化血红

蛋白是糖尿病患者代谢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PU-1060 

探讨硫辛酸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效果 

 
乃比江·麦麦提尼亚孜,艾热提·麦麦提 

墨玉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硫辛酸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照组：结合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口服降糖药与注射胰岛素对血糖水平加以控制，静脉推注甲

钴胺 500μg/d。 

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加用硫辛酸注射液 600mg，将 600mg 硫辛酸注射液加入到

250mL 生理盐水中，给药方式为静脉滴注，1 次/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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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

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卡方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实验组患者中有 1 例患者出现头痛情况，对照组有 3 例患者分别出现恶心、头痛、眩晕情

况；实验组患者均达到治疗效果，总有效率为 100.00%，对照组中有 3 例患者为无效，总有效率

为 85.00%，组间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治疗

期间，采用常规降糖治疗与硫辛酸联合应用的办法有助于改善治疗效果。 

结论  糖尿病的发展可引发多种并发症，而周围神经病变便是其中一种，其发病率较高，且发病机

理至今还存在诸多争议[3]。降糖药物与胰岛素等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治疗中应用能够有效的控制

患者血糖水平，但整体效果不够理想，而硫辛酸的应用极大的提升了此病症的治疗有效率。为对硫

辛酸的应用效果加以证实，特开展了本次研究，从统计结果来看，实验组患者均达到治疗效果，总

有效率为 100.00%，对照组中有 3 例患者为无效，总有效率为 85.00%。能够看出，实验组所采用

的综合治疗办法极大的提升了治疗总有效率，且与对照组进行对比其并发症发生率也得到有效控

制，其原因在于硫辛酸的活性氧清除效果教好，可促进氧化胁迫与下降的抗氧化能力平衡，从而达

到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PU-1061 

振动运动对 ApoE-/-小鼠骨骼肌炎症的影响 

 
张宏男,刘畅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振动运动对高脂饮食喂养的 ApoE-/-小鼠骨骼肌中 NF-κB、TNF-α、IL-6、MCP-1 炎症因

子表达的影响，探讨振动运动改善 ApoE-/-小鼠血糖的可能机制。 

方法  1、8 周龄的雄性 ApoE-/-小鼠，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和高脂饮食组分别给予普通及 8 周后，

正常饮食组 ApoE-/-小鼠随机分为两组：正常饮食组（NC 组）、正常振动组（NV 组）；高脂饮食

组的 ApoE-/-小鼠随机分为两组：高脂饮食组（HC 组）、高脂振动组（HV 组）。对正常振动组和

高脂振动组两组 ApoE-/-小鼠进行振动干预，振动模式为：振动频率为 15Hz，30min/次，1 次/天，

6d/w,持续 12 周。 

2、12 周振动运动干预结束后，取各组 ApoE-/-小鼠尾静脉血，检测空腹血糖（FPG）；HE 染色观

察各组 ApoE-/-小鼠骨骼肌肌纤维形态、结构及细胞核排列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 ApoE-/-

小鼠骨骼肌中 NF-κB、TNF-α、IL-6、MCP-1 炎症因子的表达。 

结果  1、ApoE-/-小鼠的空腹血糖：12 周振动运动后，高脂饮食组（HC）与正常饮食组（NC）相

比，空腹血糖（FPG）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脂饮食组（HC）相比，高脂

振动组（HV）的空腹血糖（FPG）下降，并且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ApoE-/-小鼠骨骼肌 HE 染色结果显示：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与正常饮食组（NC）相比，高脂饮

食组（HC）骨骼肌肌纤维结构松散，细胞核分布无序；与高脂饮食组（HC）相比，高脂振动组

（HV）骨骼肌肌纤维排列较紧密，细胞核分布有序。 

3、Western Blot 检测 ApoE-/-小鼠骨骼肌中 NF-κB、TNF-α、IL-6、MCP-1 炎症因子表达结果显

示：与正常饮食组（NC）相比，高脂饮食组（HC）骨骼肌组织中，NF-κB、TNF-α、IL-6、MCP-

1 炎症因子表达水平升高，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脂饮食组（HC）相比，高

脂振动组（HV）骨骼肌组织中，NF-κB、TNF-α、IL-6、MCP-1 炎症因子表达水平降低，并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振动运动可能通过抑制骨骼肌炎症因子的表达，降低 ApoE-/-小鼠的血糖，改善糖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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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2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 

与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相关性的研究 

 
宋雯婧,邵加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探讨 T2DM 患者尿微量白蛋白与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CAN）的关系。 

方法  本实验纳入了 297 例 T2DM 患者（男 193 例，女 104 例），平均年龄 54.05±12.61 岁。研

究对象均测定一般血检验、尿微量白蛋白（UACR）以及标准心血管反射试验（CARTs）检查。合

并 CAN 199 例，非 CAN 98 例。其中，根据糖尿病肾病（DKD）以 UACR 的诊断标准进行分组，

分为正常组（＜30mg/g）、微量白蛋白尿组（30-300mg/g）、大量白蛋白尿组（≥300mg/g）。 

结果  相比无蛋白尿组，合并微量白蛋白尿组的患者年龄、病程、静息收缩压及舒张压、肌酐、尿

酸水平更高，肾小球滤过率水平更低。CAN 组 UACR 较非 CAN 组明显升高（92.85±11.86mg/g 

vs 43.4±11.19mg/g ,P=0.001），合并微量白蛋白尿的患者发生 CAN 比例更高（大量蛋白尿组发

生 CAN 占 85.71%，微量蛋白尿组发生 CAN 占 75.68%，正常尿微组发生 CAN 占 61.03%）。其

中，DKD 患者中 Valsalva 指数、深呼吸心率变化、立卧位心率变化较正常组变化更小（P＜

0.005），而立卧位收缩压差无统计学意义。应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发现 UACR 与上述 3 种心率

指数呈负相关，控制了性别、年龄、病程、BMI、糖化因素后，仍存在相关性。 

结论  T2DM 合并微量白蛋白患者发生 CAN 风险增加，且在疾病早期 DKD 患者心率变异性下降，

这在疾病早期诊断以及预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PU-1063 

2 型糖尿病合并肠系膜上动脉血栓形成 1 例 

 
侯丽杰 1,田昀灵 1,汤旭磊*1,赵媛 1,2,祁云 1,3 

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卫生院 

3.临夏县中医医院 

 

目的  肠系膜上动脉缺血在临床上较少诊断，且该病预后与早期诊断及治疗有很重要关系，且误诊

及漏诊后死亡率较高，故本文复习临床上一例 2 型糖尿病合并肠系膜动脉血栓形成病例，与大家共

同学习。 

方法  患者男，80 岁， 主因“口干、乏力、双下肢麻木 5 年，腹痛 2 周”入院。现给予优泌乐 25 

10u/早 6u/晚 皮下、二甲双胍 0.5g 2/日，自诉血糖控制欠佳。本次入院前 2 周患者无明显诱因出

现腹痛，无恶心、呕吐，无黑便、便血，此后腹痛未见明显缓解，遂来我院。既往高血压、亚临床

甲减、冠心病病史。20 年前行阑尾切除术。T 36.4℃，P 93 次 /分，R 18 次 /分，BP 

163/99mmHg，Ht  162cm，Wt 69.5Kg，BMI 26.48kg/m2。腹平软，右下腹约 8cm 手术瘢痕，全

腹压痛，无反跳痛，Murphy 征阳性，肝脾肋下未触及，肠鸣音 3-4 次/分。移动性浊音阴性。 

结果  入院后查腹部立位正位片示：腹部部分肠管积气并小气液平影；腹部 CT 平扫提示胆囊增

大；右肾结石；主动脉及其分支动脉硬化。腹部增强 CT 示：1.右肾结石，胆囊增大；2.主动脉及

其分支动脉粥样硬化性改变；3.肝总动脉起始于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动脉扩张并多发斑块、附

壁血栓形成。腹部大血管彩超示：1.腹主动脉硬化并多发斑块形成；2.肠系膜下动脉流速增快；3.

肠系膜上动脉未显示。HbAlc 7.7%；血常规示：WBC 9.78*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3.3%；血

生化示：尿素氮 9.68mmol/L，肌酐 127umol/L，TC 4.97mmol/L，TG 1.29mmol/L；凝血功能示：

D-二聚体 0.78ug/ml；8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定量 104ug/min；粪常规示：潜血 1+。给予禁食水、降

压、抗凝、稳定斑块及能量支持等治疗，血糖、血压控制平稳，入院后第 8 天患者自觉腹痛较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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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缓解，改为流质饮食，余治疗同前。出院 2 天后随访，患者已进软食，腹痛无明显加重，腹泻、

便秘交替。目前诊断为：1.2 型糖尿病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Ⅱ期、并肾病Ⅲ期、并周围神经病变；2.

肠系膜上动脉缺血；3.不完全性肠梗阻；4.高血压病 3 级（极高危组）；5.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6.胆囊炎；7.不完全性肠梗阻；8.右肾结石。 

结论  肠系膜动脉病变引起的慢性肠系膜缺血却因临床表现不典型，易与糖尿病肠神经紊乱混淆，

对于长期便秘及大便潜血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应想到肠系膜动脉疾病可能以防止漏诊。 

 
 

PU-1064 

2 型糖尿病踝肱指数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相关性研究 

 
刘峰 

解放军 202 医院 

 

目的  讨论 2 型糖尿病患者踝肱指数（ABI）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202 医院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452

例，分为 ABI 正常组（0.9<ABI<1.3）350 例及 ABI 减低组（ABI<0.9）102 例，观察踝肱指数

（ABI）、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蛋白/肌酐（ACR）、及眼底检查、肌电图等指标，并进行回归性

分析。 

结果  ABI 减低组（ABI<0.9），眼底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68%，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82%，尿

ACR 异常 72%。ABI 正常组（0.9<ABI<1.3）眼底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29%，糖尿病性周围神经

病变 42%，尿 ACR 异常 26%。两组相比较 ABI 减低组的糖化血红蛋白、ACR、合并糖尿病性视

网膜病变、合并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均高于 ABI 正常组（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检验踝肱指数与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存在相关

性 

 
 

PU-1065 

血清铁蛋白水平与藏族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独立相关 

 
王溯源,张成慧,何华,孙曾梅,尹伟婧,郭彦宏,杜蓉,邬云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一医院西藏成办分院(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目的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是评价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指标，目前有多项研究发现血清铁

蛋白（SF）水平与 IMT 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现有的研究纳入人群的 SF 水平相对较低，多数受

试者均为正常或轻微偏高水平。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发现西藏地区人群铁蛋白较平原地区人群明显

偏高，部分人群 SF 水平可达到 2000ng/mL 以上，而目前并未见有研究纳入 SF 达到该水平患者

SF 水平与 IMT 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藏族男性糖尿病患者中高 SF 水平与 IMT 之间的

关系进行探讨。 

方法  本研究类型为横断面研究，共纳入 718 位藏族 2 型糖尿病患者，收集受试者的 BMI、血压、

糖尿病病程等信息。并将血样送至检验科检测血清铁蛋白、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等相关指标。采用

超声对 IMT 进行检测。根据血清铁蛋白水平，将患者等分为四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血清铁

蛋白与 IMT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   按患者的血清铁蛋白水平等分为四组（Q1-Q4）后，Q1-Q4 组 SF 平均水平分别为

324.0ng/mL ， 597.0ng/mL ， 899.4ng/mL ， 1521.1ng/mL ， IMT 平 均 水 平 分 别 为

0.73mm,0.76mm,0.78mm,0.78mm。四组之间 IMT(p=0.01)，糖尿病病程（ p=0.04），体重

（p=0.01），BMI（p<0.01），总胆固醇（p=0.03），肌酐（p<0.01），空腹血糖（p=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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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统计学差异。其它指标如身高、年龄、红细胞压积、血压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校正年

龄、病程 BMI、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以及收缩压之后，与 Q1 组受试者相比较，Q2-Q4 组患者

的 IMT 平均变化值分别为：0.025 (95%CI -0.005~0.055) (p = 0.102), 0.040 (95%CI 0.010~ 0.071) 

(p = 0.008) 和 0.045 (95%CI 0.015~0.076) (p = 0.004)。 

结论  在藏族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中，SF 水平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独立相关，SF 升高的糖尿病患

者其 IMT 明显增厚。本研究结果对何时应该对血清铁蛋白水平升高的糖尿病患者采取相应干预措施

等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数据支持。 

 
 

PU-1066 

2 型糖尿病患者血尿酸水平 

与肾小球滤过率及尿白蛋白排出量的关系 

 
韩荣凤,江霞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不同血尿酸水平与肾小球滤过率(GFR)、尿白蛋白排出量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2 年 01 月～2013 年 10 月在我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686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344 例，平均年龄 58.00±12.81 岁，女 342 例，平均年龄 61.99±11.24 岁，先将患者按 GFR 水平

将人群分成 3 组，A 组：GFR≥90[ml•min-1•(1.73 m)-2]，B 组：60[ml•min-1•(1.73 m)-2]≤GFR＜

90[ml•min-1•(1.73 m)-2]，C 组：GFR＜60[ml•min-1•(1.73 m)-2]，A 组 191 例(28%)，B 组 383 例

(56%)，C 组 112 例(16%)，分析不同肾功能状态组的临床特征；再将患者按 UA 值从小到大排

序，按四分位数分成 4 组，1 组：UA < 214.7μmol/L，2 组：UA 214.7～271.6μmol/L，3 组：UA 

271.6～329.4μmol/L，4 组：UA＞329.4μmol/L。分析患者不同血尿酸水平的 GFR、24 h 尿白蛋

白量(mALB/24 h)的变化及相关性。 

结果   按 GFR 水平分成的 3 组，患者的年龄、病史、肌酐、UA、TC、mALB/24 h 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根据尿酸水平的分组并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UA 与 GFR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

为-0.248，P<0.01；UA 与 mALB/24 h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54，P<0.01；GFR 与 mALB/24 

h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2，P<0.01。进一步分别以异常蛋白尿和 GFR 代表的肾功能不全为

因变量，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血尿酸是异常蛋白尿和肾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及尿白蛋白排出量与血尿酸相关，且血尿酸是异常蛋白尿和

肾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 

 
 

PU-1067 

2 型糖尿病患者握力与动力性平衡相关性研究 

 
陈新焰,王蓓蓓,牛嘉坪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握力与动力性平衡能力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91 例，年龄 40-69 岁。选取在我院查体中心查体的同年龄

段的正常人群 58 例作为对照组。调查患者的糖尿病病史，测量身高、体重，检测血糖、肝功、肾

功、糖化血红蛋白、股骨颈骨密度，糖尿病患者测量踝臂指数、下肢震动阈值。测量握力及动力性

平衡的相关指标包括站起测试、2.4 米行走测试、走直线步态测试。2 型糖尿病患者及正常对照组

均以年龄分层，每 10 岁为一个年龄段，每层按照握力正常值分为握力正常组与握力下降组。对比

2 型糖尿病患者及正常对照组的动力性平衡功能及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每年龄层握力正常组与握力下

降组的动力性平衡功能，分析握力与动力性平衡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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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40-49 岁、50-59 岁年龄段 2 型糖尿病组的 2.4 米行走测试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延长

（2.58±0.54 秒 vs 2.04±0.49 秒；3.32±1.16 秒 vs  2.19±0.19 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以每 10 岁为一个年龄段，分为握力正常组和握力下降组两个亚组。各年龄段握力正常组

与握力下降组的空腹血糖、体重指数、腰围、骨密度、踝臂指数、下肢震动阈值之间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3. 50-59 岁、60-69 岁年龄组中与握力正常组相比，握力下降组的站起时间

测试明显延长（6.43±1.10 秒 vs 11.96±7.29 秒；8.71±3.04 秒 vs 12.22±4.76 秒），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60-69 岁年龄组中与握力正常组相比，握力下降组的 2.4 米行走时间明显延长

（2.95±0.94 秒 vs 5.49±5.10 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 50-59 岁、60-69 岁年龄段

握力正常组走直线步态正常的比例较握力下降组明显升高（83.33% vs 51.16%；76.92% vs 

28.57%），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站起测试、2.4 米行走测试

与握力呈现独立的负相关。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握力是走直线步态测试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在 50 岁以上的 2 型糖尿病人群中，肌力下降即可导致行走速度的受损。在 40～69 岁的 2 型

糖尿病患者中，握力与动力性平衡能力显著相关，在握力下降的患者中需要有预防跌倒的措施以避

免产生更大的危害。 

 
 

PU-1068 

84 例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姜惠,王丽,吴静,徐志刚,吴晨光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84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 DKA 防治经验，提高 DKA 的

诊治水平。方法：选取 2016 年 01 月-2018 年 05 月我院收治诊的 84 例 DKA 患者，对其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选取 2016 年 01 月-2018 年 05 月我院收治诊的 84 例 DKA 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84 例 DKA 患者中 1 型糖尿病 29 例（34.50%），2 型糖尿病 55 例（65.50%）；其中轻度酸

中毒（PH 7.25-7.30）25 例（29.76%），中度酸中毒（PH 7.0-7.25）40 例（47.61%），重度酸

中毒（PH＜7.0）19 例（22.63%），其中 1 型糖尿病 11 例，占重度酸中毒 57.89%；平均糖化血

红蛋白为（12.20±1.52）%；已经明确诊断糖尿病 74 例，无明确糖尿病病史 10 例；引发酸中毒诱

因包括感染 53.57%，中断胰岛素治疗 10.71%；减少胰岛素剂量及注射次数 18.50%，暴饮暴食

11.90%；外伤 1.19%，无任何诱因 4.0%；86.91%临床表现为纳差、恶心、呕吐、乏力，腹痛为

主要表现占 5.95%，意识障碍占 7.14%，均为重度酮症酸中毒；84 例酮症酸中毒患者经治疗病情

缓解 81 例，治疗成功率 96.42%，死亡 3 例，均为高龄合并严重感染者，且其中一例合并高血糖

高渗。 

结论  由于我国总体人群 1 型糖尿病的比例小于 5%，而本研究中 1 型糖尿病占 34.5%，提示 1 型

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 DKA，且更易发生重度酸中毒；在酸中毒的诱因中，感染仍是首要诱因，

且治疗不正规，随意中断治疗也是重要原因。DAK 患者血糖控制较差，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较高。

DKA 临床表现多样，特别对以腹痛及意识障碍者为主要表现者，需加强认识，以防误诊。虽然目

前 DKA 治疗成功率较高，但是对已诊断的糖尿病患者应保持良好的血糖控制，预防和及时治疗感

染，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 DKA 相关知识宣传工作，提高对 DKA 的认知能力，可以减少 DKA 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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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9 

复发性糖尿病足溃疡特点及危险因素探讨 

 
程玉霞,张美,赵凤卉,朱平,石鸿雁,宁丹,武钰翔,王爱红 

解放军第三 0 六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的危险因素，并针对危险因素拟定自我管理指导要点，提高糖尿病足

溃疡复发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 

方法  收集本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收治的糖尿病足患者 349 例，分为糖尿病足溃疡初发组

（242 例）和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组（107 例），回顾性比较两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临床指标、糖

尿病足的诱发因素、治疗措施、预后的差异，Logistics 回归分析研究糖尿病患者足溃疡再发的独立

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吸烟史、其他并发症、饮食控制、口服药物治疗、鞋袜穿着等方面

无统计学差异。糖尿病足溃疡复发组与初发组比较，病程长[195.59m±79.13 vs 162m±91.68]、

HbA1c 水平低[8.58%±2.46 vs 9.40%±2.38]、使用胰岛素治疗者多[94 例（87.85%）vs 171 例

（70.66%） ]；下肢血管介入史多 [25 例（23.4%）vs 10 例（4.13%） ]、截肢史高 [40 例

（37.4%）vs 4 例（1.6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

病 程 （ OR=1.004 ， P=0.015 ） 、 下 肢 血 管 介 入 史 （ OR=4.437 ， P=0.001 ） 、 截 肢 史

（OR=28.096，P<0.001）是糖尿病足溃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复发性足溃疡糖尿病病程长、使用胰岛素治疗者多，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低，下肢血管介入

率及截肢率更高。下肢血管介入史及截肢史是复发性足溃疡的独立危险因素，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有

下肢血管介入史、截肢史的糖尿病足溃疡患者加强糖尿病足护理知识的教育，防止足病复发。 

 
 

PU-1070 

反复酮症的线粒体糖尿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许莉军, 张丽侠,李珊,王志芳,张鹏燕,夏雪迪,李丽,郑丽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一例糖尿病合并双耳感音性耳聋患者的临床

特点，并进行基因突变检测，以提高对线粒体糖尿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临床及生化检查资料。提取患者及其亲属外周静脉血基因组 DNA，应用二代测序

技术对患者及其亲属进行线粒体相关基因检测。 

结果  患者为青年女性，体型适中，主要表现为双耳感应性神经性耳聋、糖尿病、乏力，反复出现

酮症，高乳酸血症，无抽搐、卒中样发作，胰岛素、C 肽释放试验提示分泌延迟并胰岛功能下降，

糖尿病相关抗体阴性，运动试验峰值乳酸 3.43 mmo/L。基因检测提示患者存在线粒体基因

mt.3243A＞G 杂合突变。患者母亲无糖尿病及听力下降，基因检测正常。给予甘精胰岛素联合阿

卡波糖、胰岛素增敏剂血糖控制可，辅酶 Q10 治疗后乏力好转。 

结论  对于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如果合并听力下降，应怀疑线粒体糖尿病的可能，基因检测有助于

明确诊断。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696 

 

PU-1071 

加味百合地黄汤治疗更年期女性 

初发 2 型糖尿病伴发轻度情绪障碍阴虚内热临床研究 

 
康学东,宋婷婷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加味百合地黄汤治疗更年期女性初发 2 型糖尿病伴轻度情绪障碍阴虚内热证型患者的临

床疗效 

方法  选取更年期女性初发 2 型糖尿病伴轻度情绪障碍阴虚内热证型患者 60 例，随机平均分为对照

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联合黛力新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加味百合地黄汤治

疗，检测治疗前后血清空腹血糖( fasting blood-glucose，FBG)、餐后 2 小时血糖 (2-hour post-

meal blood glucose，2hPG)、糖化血红蛋白( haemoglobin A1C，HbA1c)水平、胰岛素以及 C 肽

水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HAMA)，及不良反应，比较两组临

床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FBG、2hPG、HbA1C、服糖 30min 后血清胰岛素以及 C 肽水平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HAMD 评分、HAMA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

疗后 FBG、2hPG、HbA1C、服糖 30min 后血清胰岛素及 C 肽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D 评分、HAMA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患者治疗

后疗效比较、中医症状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运用加味百合地黄汤联合二甲双胍缓释片配合黛力新治疗更年期女性初发 2 型糖尿病伴轻度

情绪障碍阴虚内热证型有确切疗效，可明显改善血糖及胰岛 β 细胞功能，减轻抑郁程度，且无明显

不良反应。 

 
 

PU-1072 

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 

与糖耐量异常患者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李杰 

南京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糖耐量减低患者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0 例糖耐量异常（IGR）者，所有人群均行口服 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收集空腹血样

本及糖负荷后 30 分钟、120 分钟血样本，并对入选者进行体格检查、血脂、血糖、胰岛素及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的测定, 计算评价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参数（DI0、DI30、DI120）。 

结果   在 IGR 患者中，DI0 与 TC(r=-0.186,P=0.002)、LDL-C(r=-0.172,P=0.021)和 TG(r=-

0.219,P<0.001)呈负相关，与 HDL-C(r=0.116,P=0.037)和血清 25(OH)D 水平(r=0.197,P=0.011)呈

正相关 ；DI30 与 TC(r=-0.181,P=0.008)、TG(r=-0.207,P=0.003)和 LDL-C(r=-0.138,P=0.024)呈负

相关，与血清 25(OH)D 水平(r=0.182,P=0.019)呈正相关 ；DI120 与 TC(r=-0.171,P=0.012)和

TG(r=-0.201,P=0.008)呈负相关，与血清 25(OH)D 水平(r=0.180,P=0.006)呈正相关 ；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提示，在校正血脂等危险因素后，血清 25(OH)D 水平仍然与 DI0（β=0.179,P=0.018）、

DI30（β=0.165,P=0.021）和 DI120（β=0.154,P=0.031）相关，说明血清 25(OH)D 水平是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在 IGR 患者中，血清 25(OH)D 水平与胰岛 β 细胞功能密切相关，从而为阻断糖耐量异常向 2

型糖尿病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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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3 

探讨 T2DM 伴有肾病患者的胰高血糖素异常分泌 

 
王晓宇 1,张扬 1,韩静 1,江霞 1,常宝成 2,陈莉明 2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目的  糖尿病发病率日趋升高，目前研究表明其发病是胰岛 α 细胞、β 细胞共同作用所致，我们通

过对糖尿病患者依据其肾脏相关指标进行分组，了解血胰高血糖素、C 肽等指标在 2 型糖尿病肾病

患者中变化特点。 

方法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及肾功能水平分为非 DN 组、Ⅰ+Ⅱ期 DN 组、Ⅲ

期 DN 组、Ⅳ期 DN 组和Ⅴ期 DN 组。行 OGTT 及胰岛素、C 肽、胰高血糖素释放试验，比较各组

间胰高血糖素（GLA）、C 肽（C-P）、胰高血糖素/C 肽比值（GLA/C-P）等变化，并对 GLA 等

指标行相关性分析。进而将糖尿病肾病患者按照肾小球滤过率（eGFR）水平再次分组，高滤过

组、肾功能正常组、轻度肾功能不全组及中重度肾功能不全组，比较各组间 GLA 以及 GLA 和血糖

（GLA/GLU）、胰岛素（GLA/INS）的比值，其分别代表血糖、胰岛素对胰高血糖素的抑制作

用。 

结果  肾病从无到有，且随之进展，胰高血糖素水平明显升高，且胰高血糖素峰值延后并伴有 C 肽

水平明显降低。Pearson 法相关系数分析显示空腹胰高血糖素水平与肾小球滤过率（eGFR）、 白

蛋白（ALB）、BMI 呈负相关（P<0.05），与 FPG 、P2PG、HbA1c、24hMAU、24hUTP、年龄

和病程呈正相关（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空腹胰高血糖素水平与 eGFR 独立相关

（P<0.05）。进一步分组显示，胰高血糖素水平在肾小球高滤过组及肾功能不全组较肾功能正常

组均有明显升高（P<0.05），另外，GLA/INS 和 GLA/GLU 比值在肾小球高滤过组及肾功能不全组

较肾功能正常组均有明显升高（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存在胰高血糖素及 C 肽水平紊乱，胰高血糖素水平异常可能与糖尿病肾

病发生与发展存在密切关系。且随着肾病进展，胰岛 β 细胞对 α 细胞功能的抑制作用减弱。推测调

节 GLA、C-P 水平有望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糖控制、延缓肾病进展有积极作用。 

 
 

PU-1074 

TRIB3 对高糖状态下膀胱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孟旭英,李珍瑾,于佩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 TRIB3 对高糖状态下膀胱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应用基因芯片技术，筛选不同糖浓度处理下膀胱癌细胞中差异表达的基因；利用免疫组织化

学检测 50 例膀胱癌患者组织标本（单纯膀胱癌及糖尿病合并膀胱癌）中 TRIB3 表达情况，分析

TRIB3 在有无糖尿病的膀胱癌患者中的表达差异； 细胞水平，将膀胱癌经不同因素处理后，分为

对照组、高糖诱导组、高糖+siTRIB 组，应用 qT-PCR、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中 TRIB3 表达

水平；我们进一步通过 CCK-8、流式细胞术、Transwell 等方法法观察 TRIB3 对膀胱癌细胞增殖、

细胞周期、侵袭迁移的影响。 

结果  通过基因芯片技术我们发现 135 个差异表达的基因(P＜0.05)，其中 TRIB3 表达差异较为显

著，trib3 在高糖状态下膀胱癌细胞中高表达；我们进一步在 2 株膀胱癌细胞中验证，结果与芯片一

致.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TRIB3 在糖尿病合并膀胱癌的患者中高表达，且 TRIB3 与膀胱癌患者的分期

相关(P＜0.05)；此外生物学行为方面，我们发现 TRIB3 可促进膀胱癌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周期、

促进膀胱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P 值均＜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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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 TRIB3 在对高糖状态下膀胱癌细胞中表达升高,具有促癌基因的作用, TRIB3 促进膀胱癌

的进展，TRIB3 可能成为膀胱癌的临床治疗靶点。 

 
 

PU-1075 

骨钙素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的影响 

 
常薪霞,颜红梅,张林杉,卞华,林寰东,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在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通过回顾性分析血骨钙素水平对糖化血红蛋白的影响，从而探

索骨钙素对糖代谢的作用。 

方法  采集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病史资料包括降糖药物使用情况、糖尿病病程等、形态学参数包

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生化指标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肝酶、尿酸、尿素及肌酐、

骨代谢指标等，排除明确有骨代谢异常的患者，如多发性骨髓瘤、尿毒症等疾病，共 1413 例纳入

分析。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讨骨钙素与各糖脂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讨骨钙素与各糖脂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  2 型糖尿病血清骨钙素水平与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糖化白蛋白均呈

负相关（r=-0.101, p<0.000; r=-0.103, p=0.011,r=-0.156, p<0.000; r=-0.107, p=0.000）。糖化血红

蛋白与 HOMA-I 呈正相关（r=0.069,p=0.002）。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校正了年龄、性别、

体重指数（BMI）后，血清骨钙素水平是糖化血红蛋白的负性独立影响因素（95%CI -0.0541—-

0.026,p=0.000）。 

结论  本研究表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水平除了与药物、糖尿病病程、胰岛素水平等有关外，

血骨钙素水平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独立影响因素。骨钙素又称为 γ-羧基谷氨酸蛋白(Bone G-Gla 

Protein,BGP),是一种由非增殖期成骨细胞特异合成和分泌的依赖维生素 K 的非胶原蛋白,既往将其

作为骨转换率及骨形成的特异性标志。新近研究发现骨钙素可参与糖尿病及高脂血症的发病过程。

本研究表明了骨钙素可能参与糖代谢，从而影响了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 

 
 

PU-1076 

腰高比对 2 型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的价值研究 

 
王闻博,郭来敬,徐岩,龚雄辉,刘丽红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目的  筛查糖尿病高危人群对糖尿病早期防治具有重要意义。超重和肥胖是目前 T2DM 迅猛增长不

可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探讨肥胖评价指标体重指数（BMI）、腰臀比（WHR）、腰高比

(WHtR)在 T2DM 高危人群筛查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自 2011 年 12 月～2012 年 8 月在北京市首钢四个社区招募自愿参加糖尿病筛查的自然人

群的普查资料。其中无糖尿病病史的 16056 人，根据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分层随

机抽取 6072，糖耐量正常组 3080 人,男、女各 1540 人，糖调节异常 2992 人（包括空腹血糖受损

及糖耐量减低）男、女各 1496 人，年龄 40～75 岁,平均年龄 57.3±7.6 岁。糖调节受损标准根据

WHO 1999 年糖代谢状态分类方法。所有人员均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并计算体重指数

（BMI）=体重（Kg）/身高（m）2、腰臀比(WHR)＝腰围/臀围，腰高比(WHtR)＝腰围/身高。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比分析肥胖评价指标体重指数(BMI)、腰臀比

(WHR)和腰高比（WHtR）对 T2DM 高危人群筛查的价值。 

结果  糖耐量正常组年龄(58.13±7.57)岁，糖调节受损组年龄(57.43±7.58)岁，两组性别、年龄分布

均衡。以性别、年龄、BMI、WHR、 WHtR 为自变量，以是否为糖调节受损为应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用逐步法筛选，结果显示，WHR、WHtR、BMI 与糖调节受损呈正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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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P<0.01)，以 WHtR 最为显著，其 OR 值为 44.707。以发生糖调节受损为阳性事件，通过绘制

ROC 曲线得出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显示，筛查 T2DM 高危人群时男、女最合适的切点分别为：

WHR (0.91，0.86)、WHtR(0.51，0.51) 、BMI(25.30Kg/m2，24.81Kg/m2)。筛查 T2DM 高危人群

时 AUC：男性及女性均 WHtR> BMI > WHR。 

结论  WHtR 筛查 T2DM 高危人群的效果优于 BMI 和 WHR。 

 
 

PU-1077 

关于糖尿病的综述 

 
巴英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无论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呈上升趋势，已成为现代社会的

常见病、多发病，是继心脑血管病、癌症之后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目前糖尿病还不能根

治，一切治疗方法都是对症治疗。因此一旦患病，往往伴随终身。继发于糖尿病基础上的各种并发

症是影响糖尿病人健康乃至生命的主要问题。在各种疾病当中，糖尿病是最需要患者有耐心和毅力

的一种疾病。它需要患者长期不懈地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坚持自我调理饮食和生活起居，才能达

到控制病情，减少或延缓并发症发生的目的。 

方法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据报道，全球现有糖尿病患者超过 1 亿，中国至少有 4500

万人之多。由于病因的复杂性，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变得十分困难。除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外，饮

食习惯及生活方式、健康教育对糖尿病防治也有重要影响。因此，真正关注自身健康，讲究科学营

养，改变不和理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注意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防控病情。本文从糖尿病定

义、典型症状、分类、饮食原则、健康教育等方面进行综述。 

结果  DM 药物指导 

不管是住院患者还是非住院患者，都应在医生的协助和指导下用药，不可擅自改药、停药。医生护

士应指导患者掌握用药时间，剂量，药物的作用机理，类型，作用时间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一方

面加强病人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患者将同类口服药物同服的错误。注射胰岛素的病人，

应在出院前教会患者自己注射和保管胰岛素，以及低血糖的预防和处理，对待经济富裕或视力差的

老年人，可推荐使用美国 BD 公司生产的笔式胰岛素注射器，简单易懂，携带方便。目前还有更为

方便的胰岛素泵，也可对病人推荐指导。不管用何种药物治疗，都要讲科学系统，切忌讲迷信，仅

凭一面之词而中断正常治疗，贻误病情，有的病人对胰岛素认识不够，认为注射胰岛素与吸毒一

样，会成瘾，而去相信某种功能治愈糖尿病，我们一定要加强教育。 

结论  饮食疗法是目前被公认的治疗糖尿病的一项基础治疗。无论是何种类型、有无并发症、用何

种药物，都必须严格执行和长期坚持饮食控制。 

（1）限制过食米面、水果（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2）少食肥甘厚味油腻之品（限制脂肪的摄入）； 

（3）少食咸盐（低盐饮食）； 

（4）不吃芳香辛燥助火化热的饮食； 

（5）禁止饮酒； 

（6）少食多餐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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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8 

糖脉康颗粒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蛋白尿的临床观察 

 
冷红艳 

中华大街 97 号糖尿病医院 

 

目的  探讨糖脉康颗粒治疗气阴两虚血瘀型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60 例早期 2 型糖尿病肾病气阴两虚血瘀患者,采用随机开放对照的原则分为即对照组、

试验以单纯西药基础治疗,试验组基础治疗上给予糖脉康颗粒,各治疗 3 个月,观察治疗前后血糖,糖化

血红蛋白,24 小时尿白蛋白排泄率,血液粘度以及中医疗效评价及安全性评价. 

结果   治疗后,临床研究表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血液粘度较治疗前明显下

降,临床疗效、中医症状改善. 在治疗前后,各组安全性指标无明显变化,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明显

不良反应.  

结论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液粘度及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均有明显下降,但加

用糖脉康颗粒的试验组综合疗效更优于单纯西药的对照组 

 
 

PU-1079 

甜味受体在糖尿病肾病 ROS-NLRP3 

炎症信号活化中的作用研究 

 
周路平,徐勇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糖对肾脏细胞 STRs 表达的影响以及 STRs 对 ROS-NLRP3 炎症小体信号

通路的调控作用，为 DN 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1、复制 2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观察 STRs（T1R2、T1R3）、ROS-NLRP3 通路信号分子在

2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肾脏的表达变化； 

2、用正电子核素 18F 标记甜味受体抑制剂（lactisole）制备 PET 分子探针（18F-lactisole），通过

microPET/CT 显像，观察高糖及 lactisole 对小鼠肾脏 STRs（T1R2、T1R3） 表达的变化。 

3、用高糖及 lactisole 干预 GMCs 及 HK-2 细胞，探讨高糖对肾脏细胞 STRs 表达的影响以及

STRs 对 ROS-NLRP3 炎症小体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 

结果  1.与 NC 组相比，T2DM 组小鼠肾脏 T1R2、T1R3 蛋白及 mRNA 表达下调，而 NLRP3、

Caspase1、IL-1β 蛋白及 mRNA 表达上调(P<0.05)；与 T2DM 组小鼠相比，T2DM+lac 组小鼠甜

味受体的表达上调，而 NLRP3、Caspase1、IL-1β 蛋白和 mRNA 的表达均发生了下调(P<0.05)； 

2. 与 NC 组比较，T2DM 组小鼠 STRs 显像剂 18F-lactisole 摄取减少，T2DM+lac 组逆转这一趋势

(P<0.05)； 

与 NC 组相比，高糖呈时间和浓度依赖性下调 GMCs 及 HK-2 细胞甜味受体（T1R2、T1R3）蛋白

及 mRNA 表达，下调胞内 Ca2+浓度，增加细胞内 ROS 产量及 NLRP3、Caspase1、IL-1β 蛋白及

mRNA 表达， (P<0.05)；与 HG3 组相比，HG3+lac 组可部分逆转高糖刺激对 GMCs 及 HK-2 细胞

T1R2、T1R3 蛋白及 mRNA 表达的下调，升高胞内 Ca2+浓度，减少细胞 ROS 产量、NLRP3、

Caspase1、IL-1β 蛋白及 mRNA 表达(P<0.05)。 

结论  1.在高糖刺激或糖尿病状态下，STRs（T1R2 T1R3）表达明显下降，ROS-NLRP3 炎症小体

信号通路被激活； 

2.STRs 抑制剂 lactisole 明显降低 GMCs 及 HK-2 细胞内 ROS 的产生和逆转高糖诱导的 ROS-

NLRP3 炎症小体信号通路的激活，并呈剂量依赖性（P＜0.05）。这些结果提示高糖可能通过

STRs 激活 ROS-NLRP3 炎症小体信号通路，STRs 可能作为 DN 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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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0 

捷诺维磷酸西格列汀片治疗单用胰岛素血糖控制不佳临床探讨 

 
陈攀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捷诺维磷酸西格列汀片治疗单用胰岛素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患者临床效果 。 

方法  随机选取了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期间来治疗的 60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把 

60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患者。 给予对照组胰岛素结合常规降糖药

物治疗，观察组胰岛素结合西格列汀片治疗，比较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 BMI、HbA1c、2hPG、FBG、胰岛素使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对照组，每组 30 例患者。 给予对照组胰岛素结合常规降糖药物治疗，观

察组胰岛素结合西格列汀片治疗，比较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结论  使用捷诺维磷酸西格列汀片治疗单用胰岛素控制不佳糖尿病患者可以对患者血糖良好控制，

减少低血糖发生，应临床推广。 �（P<0.05）。 ��对照组，每组 30 例患者。 给予对照组胰岛

素结合常规降糖药物治疗，观察组胰岛素结合西格列汀片治疗，比较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PU-1081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护理策略 

 
马政轶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归纳总结出一系列合理的临床护理对策，从而来改善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 134 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

理，而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心理、饮食以及健康教育等护理。 

结果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的评价:在每组的 67 例患者中，对照组临床护理的总满意度为 73.13%，试

验组的总满意度为 94.03%，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是由于自身功能减退，非常容易导致心、脑、肾疾病的发生，但是经

过积极的治疗有效的护理并发症出现的概率会越小，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进行全面的护理与健康指

导显得极其重要。可以大大地减轻患者疾病的负担。实践证明对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能够帮助

患者控制血压及降低血糖值，有效地改善患者的治疗和预后，促进疾病的恢复。通过临床护理的实

践过程，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潜在危害性，在临床上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护理方

法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缓解病情。经过心理和健康护理后，能够使患者对疾病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并且建立了良好的医患的关系，增加患者的依赖性和依从性。研究表明，通过加强对患

者相关的护理，打消患者的消极的情绪，调动患者的积极性，摒弃被动护理的模式，使患者得到全

面系统的护理，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患者对护理过程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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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2 

需强化治疗的初诊断糖尿病人群能否进入蜜月期的因素分析 

 
鱼天英 

陕西省榆林市中医医院 

 

目的  观察需强化治疗的初诊糖尿病人群能否进入蜜月期的决定因素。 

方法  研究对象：纳入在榆林市中医院 2017 年 1 月-6 月住院治疗的连续需胰岛素强化治疗的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入选标准为：1.FBG>14mmol/l 或 HbA1c>9%；2.既往无糖尿病病史或用药史；

3.性别不限，年龄 30-80 岁。排除标准为：1.胰岛自身抗体系列阳性，有自发酮症酸中毒倾向，怀

疑 1 型糖尿病者；2.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史；3.有严重肝肾疾病者；4.妊娠；5.不愿意参与或无能

力配合本研究者。 

基线资料收集：所有研究人群收集基线人口学资料、个人史、疾病史和家族史，并行葡萄糖耐量试

验，同时抽取空腹血行实验室检查。 

干预措施：所有研究人群给予胰岛素强化治疗方案，采用门冬胰岛素+甘精胰岛素或胰岛素泵皮下

注射，用药方案个体化，目标是控制血糖达标（空腹毛细血管血糖<7.1mmol/l，餐后 2h 血糖

<10.0mmol/l）。 

停药步骤和标准：所有患者要求 3 月后复查，内容包括 HbA1c、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及来院

前三天 7 点血糖监测谱。满足如下标准下尝试减量：HbA1c<7.0%且 7 点自我血糖谱提示血糖控制

基本达标。减量者每一周门诊一次，在医师指导下调整剂量。如减量过程中血糖上升不满足减量标

准，则停止减量。减量过程维持一月，直至完全停药。 

统计学处理：依据有无停药，分为病例组（停药）和对照组（未停药）。使用 SPSS 18.0 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率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x±s 或 M（QR）表

示，组间比较使用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P ＜ 0.05 定义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有 65 例患者参与，其中 19 例未能完成随访，最终有 46 例患者作为研究人群纳入本研

究。其中 25 例为男性，研究人群平均年龄为 42.6±11.0 岁，平均糖尿病病程 3.9±3.6 年，平均体

重指数 25.2±2.8kg/m2。在 68 例研究人群中，有 28 例经过减量尝试后最终停药，作为病例组；剩

下 18 例患者减量尝试失败，未能停药，作为对照组。 

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基线资料发现，仅有年龄和体重指数具有显著性差异。病例组患者年龄显著低

于对照组（39.8±11.5 vs. 48.1±10.6，P=0.020），体重指数显著高于对照组（26.4±3.3 vs. 

23.8±2.6，P=0.005）。 

结论  能进入蜜月期的人群年龄偏小、体重指数偏大，我们在临床可主动对此类人群进行尝试停

药。 

 
 

PU-1083 

糖化血红蛋白及糖化白蛋白与全天七点血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金美玲,王艳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本研究意在分析 28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 HbA1c）及糖

化白蛋白(glycated albumin, GA) 与全天七点血糖值之间的相关性，以探讨更合理有效的血糖监测

方法。 

方法  此研究将 282 例研究对象按 HbA1c 水平分为 HbA1c<7%组（96 例）；HbA1c≧7%且≦

8.4%组（80 例）；HbA1c>8.4%组（106 例）。同时，又按 GA 水平分为 GA<17%组（83 例）；

GA≧17%且≦24%组（99 例）；GA>24%组（100 例）。首先分别对不同 HbA1c 水平分组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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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水平分组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进行组间的差异性比较；再将 HbA1c 及 GA 水平按上述切点进行

的分组与全天七点血糖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HbA1c 与全天七点血糖均有正相关性。当 HbA1c 值<7%时，早餐后血糖值与 HbA1c 相关程

度最高；当 HbA1c≧7%且 HbA1c≦8.4%时，空腹、早餐后、午餐后及睡前的血糖值与之相关程

度高；当 HbA1c 值>8.4%时，空腹血糖值与 HbA1c 相关程度最高。GA 与全天七点血糖同样均有

正相关性，但相关程度不同。当 GA 值<17%时，早餐后血糖与 GA 高度相关；当 GA 值在

17%~24%范围内，空腹、早餐后及午餐后时点的血糖值与 GA 表现为高度相关；当 GA 值>24%

时，空腹及午餐后血糖值与 GA 高度相关。 

结论  本研究结论认为在 HbA1c 水平低的时候，HbA1c 与餐后血糖的相关性大，其中早餐后血糖

的相关性最大；在 HbA1c 水平高的时候，HbA1c 与空腹时点血糖的相关性最大。在 GA 水平低的

时候，GA 与餐后时点血糖的相关性大，其中早餐后血糖的相关性最大；在 GA 水平高的时候，GA

与空腹时点血糖的相关性最大。 

 
 

PU-1084 

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护理中的应用 

 
安琪 

辽阳市糖尿病医院 

 

目的  探讨持续健康教育在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护理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整群抽样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患者 100 例，按随机

数字表达分为两组，对照组 50 例患者开展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 50 例患者，开展持续健康教育，

比较两组疾病知识掌握情况、血糖控制达标率及视力恢复率。同时不定期开展义诊服务，由糖尿病

专家及专科及时举办，在义诊活动中为患者提供免费血糖水平检测，并提供咨询服务，发放健康知

识手册，从而加深患者对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的认识。 

结果  观察组患者对血糖监测、合理饮食、遵医嘱用药、运动锻炼等健康知识掌握均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血糖控制达标率及视力恢复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多由胰岛素抵抗或胰岛素分泌不足所致。若不及时治

疗，随着病情发展，在长期糖代谢紊乱下，会引起视网膜病变，进而引起视力损伤，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病程进展与血糖控制存在一定联系。而糖尿

病的发生，多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加强健康教育，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技能，有助于控制

患者血糖。持续健康是通过信息传播及干预，帮助患者掌握卫生方式的教育过程。通过开展住院期

间及院外的健康教育，加深患者对自身疾病知识等方面的认识，确保健康教育的延续性和持续性，

有助于提高患者自我保健意识，有效控制患者血糖水平，进而防治疾病恶化。本研究显示，与对照

组比较观察患者对血糖监测、合理饮食、遵医嘱用药、运动锻炼等健康知识掌握较好，且血糖达标

率高，视力恢复率高。综上所述，对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患者实施持续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同时

有效控制血糖，促进患者视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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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5 

达格列净对心血管事件的影响（DECLARE-TIMI-58）： 

研究设计与研究人群 

 
叶子 1,高维国 2 

1.阿斯利康中国 

2.青岛内分泌糖尿病医院 

 

目的  有关达格列净在糖尿病合并 ASCVD 或存在 ASCVD 高危因素的病人中是否会影响其心血管

（CV）事件风险的研究将在今年完成，该研究设计和研究人群的特征报道如下。 

方法  DECLARE–TIMI58 [NCT01730534]为 3b 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研究人群为具

ASCVD 病人 6971 例和存在 ASCVD 高危因素（男性≥55 岁或女性≥60 岁，且合并血脂异常、高血

压或吸烟）病人 10189 例。两亚组受试者均按 1:1 随机进入达格列净 10 mg 组或相应的安慰剂

组。主要安全性终点事件为首次发生主要心血管事件（MACE，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卒

中）时间。主要疗效终点事件是：1）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缺血性脑卒中的复合终点；2）心血

管死亡或心力衰竭住院的复合终点。实验进行至观察到 1390 个受试者出现 MACE 事件终止。行单

侧检验、α=0.0231 时，主要结局达格列净安全性拒绝无效假设（主要 MACE 结局置信区间上

限>1.3）的把握度>99%； 检测到 MACE 风险下降 15%的把握度为 85%； 检测到心血管死亡或心

衰住院复合终点的把握度为 87%。 

结果  共筛选了 25836 例病人，纳入 17190 例病人，因研究中心存在违背 GCP 的原因，初步分析

排除了 30 人的数据。这些受试者平均年龄 63.8±6.8 岁，62.6%为男性，平均糖尿病病程为

11.8±7.8 年，随机前 HbA1c 水平 8.3%±1.2%，BMI32.1±6.0 kg/m2。共有 6971 例（40.6%）

ASCVD 患者和 10189 例（59.4%）合并多种 ASCVD 风险因素的患者接受了随机化。ASCVD 患

者较合并高危因素患者年轻（62.5±8.1 vs. 64.7±5.6 岁），男性比例高（72.1% vs. 56.1%），较

少服用二甲双胍（74.6% vs. 81.2%），更多使用胰岛素（44.2% vs. 36.4%），和他汀、阿司匹

林、氯吡格雷及 β 受体阻滞剂（分别为 82.2%、71.1%、24.7%和 66.6% vs. 63.7%、39.1%、

1.5%和 32.3%）。 

结论  DECLARE-TIMI58 临床试验将显示与安慰剂相比，增加达格列净对已接受规范治疗的伴

ASCVD 或合并多种 ASCVD 风险因素广泛 T2DM 人群心血管结局的影响。本研究受试者特征与之

前的研究类似，结论将适用于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 

 
 

PU-1086 

糖尿病患者压疮的防治与护理 

 
赵颖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压疮长期以来一直是临床护理工作中较为棘手的问题, 是护理工作需攻克的顽症，特别是糖尿

病患者发生压疮更是雪上加霜。压疮是由于机体长期受压，引起神经营养紊乱及血液循环障碍，局

部组织持续缺血、营养不良而发生的软组织坏死。通过 2011 年到 2016 年对 28 例糖尿病患者发生

压疮的研究，特将糖尿病患者压疮的产生机制、诱因、预防、治疗及护理总结出流程供临床参考。

总结糖尿病压疮患者压疮的产生机制、诱因、预防、治疗及护理方法。 

方法  通过对 28 例糖尿病患者发生压疮的病因分析、有效治疗、合理使用敷料及精准护理。 

结果  28 例患者压疮均痊愈好转。 

结论  压疮是糖尿病长期卧床病人, 特别是老年、昏迷者的常见并发症。它的防治及护理技术十分复

杂, 并非以严厉的规定就可杜绝。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从病人的实际出发, 客观地承认压疮危险因素, 

充分认识其危害, 努力探索预防和治疗压疮的新方法、新技术,是每一名护理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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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7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血糖监测的应用现状及影响因素 

 
曾媛媛,肖元元,祝超瑜,刘梦丹,魏丽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血糖监测应用现状及探讨影响其监测频率的相关因素，以求进一步

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 

方法  2017 年 8 月-12 月期间对 20 岁以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就诊的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调查问卷参考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Katharine D Barnard 等的一项研究设计。共发放问卷 1000

份，收集所有人的基本特征资料，对其血糖监测频率，对高血糖的反馈形式进行统计分析，并按血

糖监测频率高低分为组 1（血糖监测至少每日一次）和组 2（血糖监测至多每周一次）。 

结果  共有 987 人较完整的完成了问卷调查。SMBG 的使用频率较低：每天测血糖一次到三次及以

上的人数仅占 34.2%,有 15.1%的人几乎不测血糖；患者对监测出高血糖后的反馈形式主要是加强

锻炼和调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占比分别为 34.9%，38.1%，明显多于调整药物的人数 7.7%。组

1 比组 2 血糖控制更好（P=0.028）。自我血糖监测频率与年龄相关，组 1 患者年龄大于 60 岁的人

数更多（P=0.001）；还与受教育水平有关，组 1 患者大学及以上的人数较多（P=0.000）；与治

疗方式相关，组 1 患者胰岛素降糖的人数较多（P=0.000）。 

结论  患者自我血糖监测现状不容乐观，监测频率低且缺乏专业人员指导；自我血糖监测频率与患

者的年龄，教育水平，治疗方式有关，而自我血糖监测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确实有益，因

此要让患者意识到血糖监测的重要性，进而提高血糖管理。 

更多还原 

 
 

PU-1088 

中国特色护理对改变糖尿病患者足部保健行为的作用 

 
赵颖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特色护理对改变糖尿病患者足部保健行为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该院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接受

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行中医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足部健康知识、自护能力评

分以及足溃疡发生率。 

结果  ①护理前，两组患者健康知识与自护能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

组健康知识（91.0±5.9）分与自护能力（22.5±3.0）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②观察组 50

例，1 例患者出现足部溃疡，几率 2.0%；对照组 50 例，8 例患者出现足溃疡，几率 160.%（P＜

0.05）。 

结论  中医特色护理对改变糖尿病患者足部保健行为的作用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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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9 

爆发型 1 型糖尿病一例报道 

 
王秋萍,李春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目的  爆发性 1 型糖尿病是 1 型糖尿病的一个亚型，起病急，病情重，可致患者短期内死亡，多发

生在妊娠中晚期。该患者是妊娠期糖尿病合并的爆发性 1 型糖尿病，易被漏诊，同时该患者有胰岛

素过敏史为治疗带来一定的困难，是一份非常好的学习、积累经验的病例。  

 
 

PU-1090 

热量限制治疗 2 型糖尿病作用机制的代谢组学研究 

 
杨雪,杨婉薇,徐金娣,徐书杭,陈国芳,刘超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本实验研究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在给予极低热量限制（VLCR）治疗后一般糖脂代谢指

标、安全指标以及患者血浆代谢组的变化，发现 VLCR 干预后引起糖尿病患者代谢组变化的特异性

生物标记物，从代谢组学角度阐述 VLCR 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择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代谢病院区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 10 名，给予 9 天的

VLCR，具体为，2 天缓冲期（600 千卡/天），5 天限食期（300 千卡/天）, 2 天恢复期（600 千卡/

天）。然后收集患者 VLCR 前空腹的血浆和 VLCR 9 天结束后的空腹血浆。先检测其糖脂代谢一般

指标与安全性指标，观察 VLCR 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再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

Q/TOF-MS/MS）技术采集 10 名糖尿病患者给予 VLCR 治疗前后的血浆代谢物谱数据。应用

Markerlynx 软件进行代谢组学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

分析（OPLS-DA）模型对给予 VLCR 治疗前和治疗后的糖尿病患者血清代谢组进行对比分析，根

据 PLS-DA 图分析是否存在组间差异；并根据 OPLS-DA 和每个离子贡献率 VIP 值（VIP>4）确定

VLCR 前后发生变化的潜在内源性生物标记物；通过相关数据库检索，再通过化学信息检索、色谱

保留行为并结合相关文献来推测标志物的化学结构。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 VLCR 后糖脂代谢得到改善、安全指标未有变化。运用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

中的 PLS-DA 法可以成功区分 2 型糖尿病 VLCR 前组与 VLCR 后组；并运用多变量统计方法中的

OPLS-DA 法发现了 5 个潜在的生物标记物，即溶血磷脂酰胆碱（16：0）、溶血磷脂酰胆碱

（18:2（9z,12z））、溶血磷脂酰胆碱（20:4（7z,8z,11z,14z））、戊酰肉碱、亮氨酸。 

结论  VLCR 可以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体重，部分恢复胰岛功能，短期 VLCR 对 2 型糖尿患者来

说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2 型糖尿病患者 VLCR 治疗前血浆代谢谱与治疗后有显著差异。VLCR

可以调节 2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代谢紊乱，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升高溶血磷脂酰胆碱（16：0）、溶血

磷脂酰胆碱（18:2（9z,12z））、溶血磷脂酰胆碱（20:4（7z,8z,11z,14z））、戊酰肉碱、亮氨酸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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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1 

糖尿病的护理 

 
孙晓宁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努力做好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帮助患者做好常规护理,使患者病情得到好

转. 

方法  因糖尿病具有遗传性，故教育的对象须包括患者及其有关家属，使他们了解有关知识（如疾

病及其治疗护理措施等），建立治疗信心，以配合护理措施的实施，更好的做好自我管理，稳定控

制病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育：1 教育患者家属认识糖尿病是一终身疾病，必须长期坚持治

疗。2 了解饮食治疗的重要性及治疗原则。3 了解体育锻炼在治疗中的意义，培养坚持适度体育锻

炼的良好习惯。4 指导病人正确服用口服降糖药。5 教会病人正确注射胰岛素。6 了解糖尿病人，

定期随访尽早防治慢性并发症。7 教育病人认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诱因、临床表现并密切观测血

糖、尿酮的变化，以早发现早治疗。8 告知病人发生低血糖的诱因和临床表现，掌握预防和自救方

法。9 教育病人和家属监测的重要性，有条件者自备血糖仪。自我检测血糖是进行糖尿病管理的有

效工具，是糖尿病综合治疗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0 指导病人注意个人卫生，告诉他们糖尿病

是一种心身疾病，情绪波动、精神紧张会直接影响病情，指导病人采取平和的心态应对生活和工作

中的压力，保持病情稳定。控制饮食是糖尿病的重要治疗措施，合理调配饮食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

环节。其目的在于减轻胰岛 β 细胞的负担，纠正代谢紊乱，消除症状。饮食应以控制总热量为原

则，实行低糖、低脂、适量蛋白质、高维生素、高纤维素，同时应定时定量。对轻型病例，可单用

控制饮食疗法。针对患者的不同病情遵医嘱认真做好各项护理,消除患者一切顾虑,结合医生用药改

善患者病情。 

结果  结果:通过专科护理改善病情,根据患者出现感染、肢体麻木、疼痛、眼底病变等症状,针对患

者不同心理,做好患者心理护理,健康宣教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结论  结论:及时正确的治疗果然是改善患者病情的主要手段,然而糖尿病患者的专科护理对患者的康

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糖尿病患者的专科护理在临床医学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临床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 

 
 

PU-1092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哪些因素提示孕期需应用胰岛素治疗 

 
唐蕾,厉平,李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孕期需用胰岛素降糖的危险因素以及起始胰岛素治疗的血糖

阈值。 

方法  选取就诊于我院门诊 GDM 患者，单纯通过饮食运动控制即可使血糖达标的患者为对照组，

共 254 例，生活方式干预后血糖不理想，加用胰岛素后血糖达标的患者为胰岛素治疗组，共 102

例。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各项代谢指标进行比较；应用 Logistic 回归对孕期需用胰岛素降糖的

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预测孕期起始胰岛素治疗的血糖阈值。 

结果  胰岛素治疗组患者 GDM 诊断孕周（[18.6 ± 8.8] vs. [22.3 ± 7.4] 周，P=0.002）比对照组

早，初诊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0 分（5.8 [5.5, 6.2] vs. 5.3 [5.0, 5.6] mmol/L，

P<0.001）、60 分血糖（10.4 [9.0, 11.9] vs. 9.6 [8.4, 10.8] mmol/L，P=0.004）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水平（5.5 [5.1, 5.8] vs. 5.1 [4.9, 5.4] %，P<0.001），具有 2 个及以上 OGTT 血糖异常

值的孕妇比例（55.9% vs. 33.9%，P=0.020）明显高于对照组。年龄、孕前体质指数（BMI）、孕

前最大体重、本人出生时体重、颈部或腋下黑棘皮征、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月经周期超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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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既往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情况也高于对照组（P<0.05）。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 OGTT 0 分

血糖、OGTT 60 分血糖、HbA1c、OGTT 血糖异常值 2 个及以上、年龄、孕前 BMI、孕前最大体

重、本人出生时体重、颈部黑棘皮征、腋下黑棘皮征均为孕期需应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危险因素

（P<0.05）。 

结论  当 GDM 患者 OGTT 0 分血糖>5.7 mmol/L、60 分血糖>11.4 mmol/L、HbA1c>5.3%时，孕

期需应用胰岛素治疗。 

 
 

PU-1093 

TXNIP 在衰老导致的胰岛 β 细胞增殖 

和分泌功能障碍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杨 1,2,邓文珍 1,2,何其睿 1,2,杨刚毅 1,2,刘东方 1,2 

1.重庆医科大学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硫氧还蛋白相互作用蛋白（TXNIP）在衰老引起的胰岛 β 细胞增殖和分泌功能障碍中的

作用及机制。 

方法  收集三个年龄段（青年、中年、老年）健康人群胰腺组织石蜡切片和血清样本，检测 TXNIP

蛋白表达水平。将四周龄 C57 小鼠和 TXNIP 敲除鼠随机分为 2 组，分别给予普食和高脂饲养。组

内再按照 4 个年龄段（3、9、12、18 月龄）分段饲养。观察各年龄段小鼠衰老情况，行 GTT、

ITT、胰岛素、生化指标等检测，计数胰岛 β 细胞，检测衰老标志蛋白 p16、p21 和 TXNIP 的表达

水平。KI67 检测 3 月龄小鼠胰岛 β 细胞增值能力。Tunel 染色检测 18 月龄小鼠胰岛 β 细胞凋亡水

平。电镜观察 12 月龄小鼠胰岛 β 细胞的超微结构变化。分离 18 月龄各组小鼠元代胰岛 β 细胞，

行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实验，检测 p16、p21 蛋白表达水平。构建慢病毒稳定过表达和沉默

TXNIP 的 Min6 细胞株，行氧化应激、流式周期、凋亡检测；抑制 p38 通路前后，检测 p16、

p21、p53、Rb/P-Rb ，E2F1、p38/P-p38 蛋白表达水平，双荧光素酶报告检测 TXNIP 对 p16 启

动子的调控。 

结果  随着年龄增长，TXNIP 在健康人群胰岛和血清中表达逐渐增加；小鼠胰岛 β 细胞数量逐渐降

低，TXNIP、p16、p21 蛋白表达水平逐渐增加；同年龄 C57 高脂组衰老和代谢紊乱水平较普实组

更明显。与同年龄同饲养条件 C57 小鼠相比，TXNIP 敲除鼠的空腹血糖更低、胰岛素分泌功能更

好、胰岛素抵抗更弱，胰岛 β 细胞数量较多，p16、p21 蛋白水平表达较低；胰岛 β 细胞的增值能

力较强，以及凋亡水平更低。与 12 月龄 TXNIP 敲除鼠高脂组相比，C57 高脂组线粒体和内质网肿

胀更明显，线粒体嵴明显减少。过表达 TXNIP 能促进细胞凋亡和氧化应激，将细胞周期阻滞在

G1-S 期，过表达 TXNIP 促进衰老标志蛋白 p16、p21 和 p53 表达，抑制周期蛋白 Rb 的磷酸化和

E2F1 的活化，促进 p38 通路的磷酸化和增强 p16 启动子活性。 

结论  TXNIP 可能是胰岛 β 细胞的促衰老基因，加速衰老引起的胰岛 β 细胞增殖和分泌功能障碍，

同时促进衰老相关代谢障碍。其机制为 TXNIP 通过促进 p38 通路的磷酸化，通过 p53-p21 途径和

p16 途径，抑制 Rb 磷酸化和 E2F1 的活化，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在 G1-S 期，促进细胞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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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4 

人文护理在内分泌患者中的应用 

 
程裕尧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要通过美好的语言沟通、友善的态度、优美的环境，使病人紧张的心情得到放松，增强机体

的抗病能力。 

方法  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籍贯、民族、文化和经历不同的心理差异来运用最佳的护理措施影

响患者的心理活动，从而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护士要了解病人的心理并根据病人的心理活动规律

采取恰当的医疗和护理措施。在护理过程中采取劝导、解释、因人而异进行心理护理。首先护士要

十分注意自身素质修养，通过语音、表情、态度、行为来影响病人的感受和情绪，使患者感到温

暖，增加对医护人员的信心、减少顾虑、振奋精神。体现在热心积极主动搞好医护患三者关系，对

患者尽职尽责、态度和蔼、急病人所急；如天冷给患者弄个热水袋，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做病人的

知心人，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换位思考理解同情病人，与病人建立浓厚的感情。从而在治疗过

程中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这也就是患者良好的心理状态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价值。 

结果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能更容易地化解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同时，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之后，家属便会自愿主动地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还可以有效的节省护理人

员工作的时间、精力和劳动强度。 

结论  良好的护患关系能够促进医护工作的顺利实施，是医护工作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同时良好

的心理状态可以促进患者的疾病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PU-1095 

老年糖尿病护理，临床护理对策 

 
赵丹 

辽宁糖尿病医院 

 

目的  老年糖尿病是内分泌代谢疾病，治疗目的是控制血糖、纠正代谢紊乱、防止并发症。我们对

糖尿病患者实施护理指导，总结如下。 

并发症：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可遍及全身各个器官，主要有：心血管病变、肾脏病变、神经病变、

眼部病变、皮肤病变、感染等。 

方法  心理护理老年糖尿病发症多，往往因病程长，用药多而出现忧虑、抑郁心理，易产生消极情

绪，耐心向患者说明糖尿病只要坚持治疗，合理控制饮食，就可以控制病情的发展，减少或延缓并

发症的发生。 

饮食护理多数老年患者摄入肉、鱼、蛋、食油较多，从而导致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

高血压等，故应控制脂肪胆固醇的摄入量。注意补充维生素、钙和铁，增加磷的摄入。指导患者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总热量每天三餐各占三分之一，或少食多餐，使糖分平均分配。禁食糖果、糕

点；限制含胆固醇高的食物。饮食以少盐清淡为宜，少食动物内脏、少食松花蛋黄、少食含饱和脂

肪酸多的食物，少食肥肉、动物油等。最好是粗纤维含量较多的食品，因含粗纤维较多的饮食能增

加胃肠蠕动，促进排空，减少消化吸收，有利于控制高血糖。 

运动指导运动疗法能促进糖的氧化利用，从而降低血糖，将更多的皮下注射储存的胰岛素调动到血

液中。老年糖尿病患者如无心脏禁忌证或严重合并症，每天进行运动锻炼。不宜空腹运动，长时间

运动者应适当增加食量。为了避免低血糖的发生，最好选择在饭后血糖较高时进行。但活动要以不

感觉疲累为主，运动时手边要备有糖块或饼干等易食用的小食品，一旦自觉有出汗、心慌等低血糖

症状时，立即食用，预防或减轻低血糖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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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老年糖尿病治疗目的时控制血糖、纠正代谢紊乱、防止并发症，延长患者生命。做好患者的

心理护理，指导患者，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治疗，掌握、控制疾病的主动权。 

结论  护理指导贯穿糖尿病患者治疗的始终，通过临床护理指导可以提高患者对糖尿病的认知水

平，坚持科学的、系统的治疗，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096 

糖尿病足溃疡面病原菌与药敏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刘薇,冉建民,张如意,赖美铮,谢彬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探讨我院住院糖尿病足患者溃疡面培养的病原菌种类与药敏学特点，及对影响预后的因素进

行分析。 

方法  对 2003 年至 2017 年我院收治的 190 例糖尿病足溃疡感染伴细菌培养阳性的病例进行分析，

分析细菌的菌谱特点，药敏学特点，及影响预后的可能因素。 

结果  1.190 例糖尿病足患者，共分离出病原菌 241 珠，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 143 珠（59.3%），

四种主要革兰氏阳性菌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46 珠（19.1）、粪肠球菌 26 珠（10.8%）、耐甲氧

西林葡萄球菌 25 珠（10.4%）、链球菌 16 珠（6.6%）。革兰氏阴性杆菌 89 珠（36.9%），四种

主要的革兰氏阴性菌为变形杆菌 18 珠（7.5%）、大肠埃希氏菌 12 珠（5%）、铜绿假单胞菌 12

珠（5%）、摩根莫根氏菌 12 珠（5%）。真菌 9 珠（3.8%）。2.药敏试验显示革兰氏阳性菌未对

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未耐药。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头孢他定对革兰氏阴性菌活性高。

MDR 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  MRSA ）、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MRCNS ）、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 MRS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CNS ）、耐甲氧西林

表皮葡萄球菌。MDR 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等药物敏感性较高。3.分泌物结果阳性的

标本中多重耐药菌珠（MDR）82 珠（34.1%），非多重耐药菌珠 159 珠（65.9%）。抗菌素使用

史、肾功能损伤可显著增加 MDR 的感染几率（P<0.05）。MDR 感染患者的 3 个月溃疡愈合率为

52.5%。 Wagner 分级高及骨髓炎、MDR 感染提示患者久治不愈及预后较差。 

结论  1.糖尿病足溃疡面感染的病原菌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其次是阴性菌，真菌有上升的趋势。

细菌对药物耐药性较高，入院后应尽早进行细菌学培养及药敏试验，为合理选择抗菌素、缩短病程

提供理论依据。2.糖尿病足合并 MDR 感染溃疡愈合时间长，未愈合比率、截肢率、死亡率较非

MDR 患者明显升高，预后较差。 

 
 

PU-1097 

高原地区糖尿病的 HbA1c 诊断切点 

以及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 HbA1c 诊断切点的影响 

 
胡文超,何兰杰,陈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ADA 推荐 HbA1c 可以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方法，然而目前针对高原地区糖尿病的 HbA1c 诊断

切点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宁夏高原地区人群中糖尿病的 HbA1c 诊断切点。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0554 例的人群，通过高效液相色谱的方法测定 HbA1c 水平，另外测定空腹

血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研究人群再进一步根据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组，根据年龄分为

老年、中年和青年人群，根据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人群，根据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

高中、大专、大学及以上的人群。利用 ROC 曲线分析的方法确定不同人群的 HbA1c 诊断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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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 HbA1c≥6.5%和空腹血糖≥6.1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7.8mmol/L 的诊断标准，分别

诊断 458 例和 439 例的糖尿病患者。HbA1c≥6.5%诊断糖尿病的敏感性为 6.5%，特异性为

98.6%。根据 ROC 曲线分析结果，宁夏高原地区诊断糖尿病的 HbA1c 最佳切点为 6.05%。另外，

分层结果显示，男性、女性人群中诊断糖尿病的 HbA1c 最佳切点为 6.05%和 5.95%；老年、中年

和年轻人群中诊断糖尿病的 HbA1c 最佳切点为 6.25%、6.05%和 5.65%；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

加，诊断糖尿病的 HbA1c 最佳切点逐渐降低。 

结论  高原地区的诊断糖尿病的 HbA1c 最佳切点不同于 ADA 推荐标准，HbA1c 诊断切点受年龄、

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的 HbA1c 诊断切点不同。 

 
 

PU-1098 

糖尿病强化教育团队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 

 
魏立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了解糖尿病强化教育团队对提高糖尿病患者血糖达标率的影响 

方法  在院内组建糖尿病强化教育团队，由内分泌医护人员为主体、多学科医务人员辅助、优秀自

我管理的糖尿病患者参与构成，将 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我院就诊的 134 例 2 型糖尿病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平均分入强化教育组和常规教育组，强化教育组接受为期 1 周的每天 2～3

小时的糖尿病教育知识集中授课，结合宣传板、食物模型、幻灯片、看图对话、多媒体、小组讨论

等多种形式，进行糖尿病强化教育，每月电话随访 2 次，以便对患者的饮食、运动、用药及血糖监

测等细节情况进行跟踪，随访 12 个月，期间安排常规糖尿病大讲堂学习 3～4 次，与此同时，随时

接受患者的电话咨询，并对其进行相关的指导。常规教育组由接诊医师和教育护士进行简明扼要的

常规糖尿病教育，部分患者自行通过其他学习途径学习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所有研究对象接受门诊

治疗。测定基线时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12 个月后复查 HbA1c，并与基线值相比较，对

比两组 HbA1c 达标率情况。 

结果  强化教育组 HbA1c 水平较基线时明显下降（p＜0.05）,常规教育组 HbA1c 水平与基线时相比

差距无统计学意义。以 HbA1c＜7.0%为目标值，入组强化教育组和常规教育组达标率分别为

36.5%和 37.5%，随访治疗 12 个月后，两组的达标率分别为 46.8%和 38.1%，两组在随访中分别

脱落 6 例及 5 例，未列入统计。 

结论  糖尿病强化教育团队通过短期强化糖尿病知识教育，定期电话随访及糖尿病大讲堂等多种方

式，可以及时的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让糖尿病患者主动积极的配合治疗，从而有

效控制血糖水平，明显提高血糖控制的达标率，对防治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PU-1099 

微信与传统糖尿病教育模式对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观察 

 
黄庆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探讨微信糖尿病教育模式与传统大课堂教育模式对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效果的异同。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我科门诊 2 型糖尿病患者 106 例，分为微信糖尿病教育模式

组（微信组，n=55）、传统大课堂教育模式组（传统组，n=51）；微信组通过微信方式指导患者

饮食、运动、药物使用方法，低血糖防治，血糖监测，并在线回答患者咨询，记录患者血糖自我监

测和治疗情况。传统组每月参加一次我科组织的糖尿病大课堂教育。观察两组干预前及干预 3 个月

后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 FPG（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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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等代谢指标变化；并行问卷调查，明确两组干预前后低血糖发生率、血糖监测频率、门诊

随访频率、方案调整频率等。 

结果  干预前，两组 FPG、2hPG、HbA1c、BMI、UA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微

信组及传统组 FFG、2hPG、HbA1c、UA 均较干预前下降（P<0.05）；微信组 FFG、2hPG、

HbA1c 较传统组下降（P<0.05）；干预后微信组血糖监测频率、门诊随诊频率、方案调整频率显

著高于传统组（P<0.05）；微信组低血糖事件发生率显著小于传统组（P<0.05）。 

结论  微信糖尿病教育模式已成为目前糖尿病教育的主流模式，可改善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并可逐

步取代传统的教育模式，是糖尿病自我管理的新契机。 

 
 

PU-1100 

黄芪多糖通过调节 GK 大鼠维生素 D 水平改善胰岛功能 

 
沙雯君,雷涛,徐碧琳,朱近悦,陈琳,申甜,夏娟,张翠平,陆明,汪红平,曹玉莉,陈诚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目的  胰岛素相对或绝对缺乏是糖尿病的主要病因病机。目前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在胰岛素分泌中起

重要作用。黄芪益气健脾是中药治疗糖尿病的要药，黄芪多糖（APS）是其主要成分之一。本实验

研究自发 2 型糖尿病基因病变的非肥胖糖尿病大鼠模型（GK 大鼠）中维生素 D 系统对胰岛素功

能、糖代谢的影响，并探讨黄芪多糖对 1,25(OH)2D3 含量， VDR、CYP24A、CYP27BmRNA 表

达、胰岛素释放及葡萄糖耐量的干预效果。 

方法  12 周龄 SPF 级 GK 大鼠 2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CON）/10 只，干预组（APS 组）/10 只；

Wistar 大鼠作为空白组（NOR） /10 只。CON 与 NOR 给予生理盐水，APS 给予黄芪多糖

400mg/kg。灌胃 4 周后，检测血清 1,25(OH)2D3，行 OGTT 取 0ming、30min、60min、90min、

120min 血糖；采用 RT-PCR 法检测肾脏中 VDR、CYP24A、CYP27BmRNA 表达。 

结果  与 NOR 组比较，CON 组大鼠血糖明显增高，胰岛素释放减少，1,25(OH)2D3 水平下降，

VDR、CYP27BmRNA 表达下降，CYP24AmRNA 表达上升。与 CON 组比较，APS 组明显增加

1,25(OH)2D3 含量（CON：0.36±0.07vsAPS：1.48±0.33；P＜0.01），升高 VDRmRNA 表达

（CON：0.44±0.13vsAPS：0.93±0.21；P＜0.05），降低 CYP24A mRNA 表达（CON：

1.71±0.24vsAPS ： 0.78±0.21 ； P ＜ 0.05 ） ， 升 高 CYP27BmRNA 表 达 （ CON ：

0.44±0.13vsAPS：0.93±0.21；P＜0.01）；增加胰岛素分泌（胰岛素曲线下面积 CON：

313.29±37.57vsAPS：383.78±54.76；P＜0.05）；调节糖尿病模型 GK 大鼠的糖耐量（葡萄糖曲

线下面积 CON：2881.63±vsAPS：2561.13±178.75；P＜0.05）。 

结论  黄芪多糖可以有效控制非肥胖 2 型糖尿病模型血糖、增加胰岛素分泌。推断与其通过调节维

生素 D 系统增加血清 1,25(OH)2D3水平而改善胰岛功能作用有关。 

 
 

PU-1101 

2 型糖尿病合并腔隙性脑梗死与血尿酸等生化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吴雪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本项研究将观察符合条件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尿酸及相关血生化、临床资料，头颅 CT 检

查，将患者分为有腔隙性脑梗死组以及无腔隙性脑梗死组，比两组中较血尿酸等相关生化指标，从

而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腔隙性脑梗死与血尿酸等生化指标的关系，为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腔隙

性脑梗死疾病的预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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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我院治疗的已确诊平均年龄（60±10）岁的 146 例 2 型

糖尿病患者。记录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等一般资料。采集患者血清进行血尿酸、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血肌酐、空腹胰岛素 C 肽、尿微量白蛋白等

多项生化指标；采用头颅 CT 检查，并根据有无腔隙性脑梗死，分为 2 型糖尿组病合并腔隙性脑梗

死组和非腔隙性脑梗死组，另据患者性别以及血糖情况分组，分别进行比较。纳入比较的指标包括

收集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生化、尿微量蛋白等，所有数据釆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1、一般资料：共 146 例平均年龄（60±10）岁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男女比例随机，纳入研

究，其中男性患者 83 例，女性患者 63 例，另 2 型糖尿病合并腔隙性脑梗死组 58 例，2 型糖尿病

非腔隙性脑梗死组 88 例 

2、发现 2 型糖尿病合并腔隙性脑梗死组与 2 型糖尿病非腔隙性脑梗死组在年龄、体重指数

（BMI）、总胆固醇（TG）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C）、血尿酸（UA）、尿微量

蛋白、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 C 肽方面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5）。 

结论  1、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伴随患者年龄、BMI 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白，

血尿酸，尿微量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空腹 C 肽的升高，患者腔隙性脑梗死的发病风险增高。 

2.高尿酸血症与糖尿病性脑梗死的发生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因此，除高血压作为脑梗死的唯一独

立危险因素是老年人防治脑梗死的重点内容，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脂，血尿酸水

平在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并发腔隙性脑梗死也是非常必要的。 

 
 

PU-1102 

针对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控制的护理研究 

 
冯海宁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针对中老年人糖尿病高发率持续增长，为纠正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误区,建立良好饮食习

惯。 

方法  通过对我科 80 例中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健康教育的方法，以期得到广大中老年糖尿

病患者认识到饮食控制的重要性为目的，以获得健康饮食对糖尿病患者的影响效果。 

结果  研究过程中，88%患者纠正了不良饮食倾向。85%的患者建立了正确的饮食习惯。 

结论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进行健康教育,可减少其并发症的发生,利于疾病的良好控 

 
 

PU-1103 

Sirt6 介导 GLP-1 受体激动剂对 HepG2 肝细胞糖代谢的影响 

 
祝超瑜,肖元元,冀琳琳,刘梦丹,魏丽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GLP-1 受体激动剂对 HepG2 肝细胞中糖原合成酶及糖异生酶表达的影响，并观察 Sirt6

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游离脂肪酸诱导 HepG2 肝细胞形成脂肪变（FFA 组），利用 RNAi 技术抑制 HepG2 细

胞中 Sirt6 的表达,并设立对照组（NA 组），同时予利拉鲁肽 100uM 处理 48h（GLP-1+FFA

组），收集细胞培养液，利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检测培养液中葡萄糖的含量，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细胞内糖原合成酶、PEPCK、G6Pase 的表达，并检测 AMKP、p-AMPK、FoxO1 的表达。 

结果  游离脂肪酸诱导 HepG2 细胞脂肪变后，细胞内糖原合成酶的表达降低，糖异生酶 PEPCK、

G6Pase 的表达升高，细胞液中葡萄糖含量增多，利拉鲁肽处理后，糖原合成酶的表达升高，

PEPCK、G6Pase 的表达降低，细胞液中葡萄糖含量减少；而 AMPK 表达在三组之间无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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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是 AMPK 磷酸化在 FFA 组下降，在 GLP-1+FFA 组中磷酸化增加，FoxO1 的表达同样在

FFA 组下降，GLP-1 处理后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在 siRNA-Sirt6，糖原合成酶、

PEPCK、G6Pase 酶的表达在 GLP-1+FFA 组与 FFA 两组间无差异，提示 GLP-1 对糖原合成酶的

促进作用及 PEPCK、G6Pase 的抑制作用消失；而 p-AMPK、FoxO1 的表达在 GLP-1+FFA 组较

FFA 组有增加，与 siRNA-NC 结果一致。 

结论  GLP-1 通过 Sirt6 的介导促进 HepG2 肝细胞中糖原合成酶的表达并抑制糖异生关键酶

PEPCK 及 G6Pase 的表达进而起到抑制葡萄糖生成的作用，该作用可能独立于 AMPK-FoxO1 通

路的作用。 

 
 

PU-1104 

2009,2011-2013 年期间我国不同胰岛素种类病人 

特点及血糖控制情况分析 

 
郭君君 1,刘楠 1,赵琳 1,苏本利 1,纪力农 2 

1.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2009-2013 年期间国人不同胰岛素治疗方案及种类对血糖控制达标方面的趋势及规律。 

方法  研究数据来自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化血红蛋白监测网”项目研究组（2009-2013）数

据，分析全国范围内不同胰岛素使用者患者特征及血糖控制情况。 

结果  1. 2009 年，2011 年均纳入了 60,000 例、2012 年 203,304 例、2013 年 228,639 例患者，因

为该年全部数据为为单纯口服药治疗者，故未纳入 2010 年数据。 

2. 2009 年，2011-2013 年期间，接受重组人胰岛素（rHI）治疗的患者病程病程分别为 8.85±6.77

年、7.62±6.63 年、7.24±5.71 年及 6.94±6.00 年，人胰岛素类似物（IA）分别为 7.30±6.20 年、

6.77±6.68 年、6.12±5.47 年及 6.27±5.78 年。 

3．  2009 年、2011-2013 年期间，  重组人胰岛素使用者的 A1C 分别为 8.47±2.11%、

8.21±1.84%、7.92±1.71%及 8.16±1.66%。胰岛素类似物使用者 A1C 分别为 8.50±2.14%、

8.07±1.91%、7.83±1.62%及 7.99±1.71%。 

结论  4 年期间起始病人起始胰岛素治疗时间逐年提前，胰岛素类似物使用比例逐年增加且血糖达

标率逐渐达到或超过重组人胰岛素。 

 
 

PU-1105 

二甲双胍和达格列净对使用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临床疗效观察才。 

 
吕友威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观察二甲双胍和达格列净在超重或肥胖，并需要使用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在治

疗前后体重指数，糖化血红蛋白的变化。 

方法  将体重指数在 27.0kg/ m²~30.0kg/ m²之间并使用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48 例，随

机分成 2 组，每组 24 例，即二甲双胍组及达格列净组，观察 12 周后，2 组患者体重指数变化，糖

化血红蛋白，低血糖发生次数变化进行比较 

结果  2 组患者经过 12 周后，二甲双胍组体重指数平均降低 0.2kg/m²，糖化血红蛋白平均降低

0.5%，低血糖 1 例。达格列净组，体重指数平均降低 1.4kg/m²，糖化血红蛋白平均降低 1.6%，低

血糖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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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二甲双胍和达格列净相比，在降低体重指数及糖化血红蛋白上，达格列净更显著，在低血糖

反应上二者无明显差异。体重下降带来了血脂，血压降低，胰岛素抵抗减轻，并抵消了注射胰岛素

引起的体重增加的影响。 

 
 

PU-1106 

重视老年低血糖的护理 

 
李波 

辽宁省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口服降糖药和应用胰岛素治疗的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成年人空腹血糖小

于 2.8mmol/L，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等于 3.9 mmol/L 为低血糖。低血糖典型的症状，自主神经兴

奋的表现为出汗、饥饿、心慌、颤抖、面色苍白等。中枢神经兴奋表现为精神不集中、思维语言迟

钝、头晕、嗜睡、躁动、易怒、行为怪异等，严重者惊厥、昏迷甚至死亡。发生低血糖危害极大。

低血糖会使患者心、脑等重要器官的供能减少，心脑严重损伤，增加心脑血管意外，如心肌梗塞，

脑卒中的危险性。低血糖反复发作影响肌肉，肝脏和血液代谢障碍，严重者发生不可逆伤害，甚至

致残、致死。低血糖还会导致反应性高血糖（苏木杰效应），造成血糖波动，促进急、慢性并发症

的发生，及发展，加重患者病情。而老年糖尿病患者长时间低血糖，导致神经受损，患者对低血糖

感知弱，血糖下降速度快，数值较低时，可能直接进入低血糖昏迷。尤其夜间，患者发生严重低血

糖时，却不自知，不像白天的症状明显，导致进入昏迷状态甚至死亡。寒冷季节为高危因素之一。 

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发生的原因，根据原因从现场急救、夜间低血糖的预

防、合理用药、饮食运动治疗、日常生活指导、血糖监测、心理护理及发生低血糖自救方法等几个

方面对住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干预和护理。选取 500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平均 7 日)患者能按

医嘱按时用药，积极治疗，患者依从性较好，密切观察血糖波动及血糖控制及发生严重低血糖情况 

结果  通过对在院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观察，血糖控制稳定，情况良好，无患者发生严重低血糖事

件，临床效果满意。 

结论  通过对测试的在院老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预防、现场急救、用药指导、饮食控制、加强糖

尿病健康知识宣教、血糖监测及心理障碍疏导等方面进行干预和护理，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可能发生

低血糖的风险和相关因素，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大作用。 

 
 

PU-1107 

2009,2011-2013 年期间我国胰岛素 

应用方案及类似物使用情况分析 

 
郭君君 1,刘楠 1,赵琳 1,苏本利 1,纪力农 2 

1.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2009-2013 年期间国人胰岛素应用方案及胰岛素种类选择趋势及规律，指导今后的临床

工作。 

方法  研究数据来自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化血红蛋白监测网”项目研究组（2009-2013）数

据，分析全国范围内胰岛素比例、种类、应用方案及患者特征及血糖控制情况。 

结果  1. 2009 年，2011 年均纳入了 60,000 例、2012 年 203,304 例、2013 年 228,639 例患者，未

纳入 2010 年数据，因为该年全部数据为为单纯口服药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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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9 年、2011-2013 年餐时胰岛素方案分别为 11.5%、7.9%、6.9%、8.2%，基础胰岛素方案

应用比例分别为 16.6%、19.0%、13.0%、12.6%，预混胰岛素方案应用最为广泛，分别为

62.7%、63.1%、70.0%、68.8%，基础-餐时胰岛素方案分别为 7.8%、8.6%、8.3%、8.4%。 

3.在胰岛素种类选择方面，2009,2011-2013 年期间，人胰岛素类似物逐年增长。餐时胰岛素方案

中胰岛素类似物分别为 47.5%，50.5%，61.8%，59.9%。基础胰岛素方案中胰岛素类似物分别为

67.1%、74.3% 、85.9% 、87.1%。预混胰岛素方案中胰岛素类似物分别为 37.0%、38.7%、

54.7%、61%。基础-餐时胰岛素方案中胰岛素类似物分别为 39.4%，30.3%、56.2%、64.1%。 

结论  4 年来预混胰岛素方案为主要方案，单纯餐时胰岛素方案在减少，基础胰岛素方案在减少，

匀混胰岛素方案有增加趋势，基础餐时胰岛素方案比例无大变化。 

 
 

PU-1108 

维生素 D 与 2 型糖尿病神经受累程度相关研究 

 
邢川,王艳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及神经受累严重程度之间的关

系。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2 月于中国医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内分泌科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

（T2DM）患者 461 例，均符合 2010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 T2DM 的诊断标准，根据血清维生素 D 水

平将患者分为维生素 D 缺乏组（维生素 D<20ng/ml）363 例和维生素 D 相对充足组（维生素

D>=20ng/ml）98 例，收集并记录缺乏组、相对充足组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BMI 指

数、有无高血压、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压差、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25（OH）D）、

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UACR)、尿素（UREA）、

肌酐（CR）、尿酸（UA）、血清胱抑素 C（cysC）、肾小球滤过率（eGFR）、血钙（Ca）、血

磷（P）、碱性磷酸酶(ALP)、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

脂蛋白(LDL)，并进行组间比较，通过肌电图判断神经受累程度，应用 SPSS22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1）25（OH）vitD 缺乏组的女性比例、病程、UACR 水平均高于 25（OH）vitD 相对充足

组（P <0.05）。（2）微血管病变组 25(OH)D 水平明显低于无微血管病变组（P <0.05）；周围神

经病变组 25(OH)D 水平明显低于无周围神经病变组（P <0.01）。（3）Logistic 回归分析示 25

（OH）D 是周围神经病变的保护因素（OR 0.963,95%CI 0.931-0.996）。（4）维生素 D 缺乏组

神经受累数量显著多于维生素 D 相对充足组（P<0.01）；维生素 D 缺乏组下肢感觉神经和全部运

动神经的传导速度显著低于维生素 D 相对充足组（P<0.05）。（5）维生素 D 缺乏组全部运动神经

异常率显著高于维生素 D 相对充足组（P<0.01）。 

结论  25（OH）D 是 DPN 的保护因素，25（OH）D 缺乏可能在 T2DM 及 DPN 的发生、发展以及

感觉及运动神经受累程度方面起重要作用，且下肢感觉神经与四肢运动神经更易受损。 

 
 

PU-1109 

间充质干细胞通过调节自噬改善糖尿病肾病的研究 

 
龚正媛 1,张瀶曦 1,邹俊彦 1,2,于松岩 1,2,李冰 1,薛婧 1,母义明 1 

1.解放军总医院 

2.南开大学医学院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具有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并延缓其发展的治疗效应，但对于间充质干细胞

的肾脏保护作用的机制尚不明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自噬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进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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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体外实验中也证实了间充质干细胞可参与自噬的调节，因此本研究拟在探讨间充质干细胞

能否通过调节自噬功能进而改善糖尿病肾病，为间充质干细胞应用于临床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8 周龄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12 只，即正常组（N 组），2 型糖尿病对照组

（T2DM 组），UC-MSC 治疗组（MSC 组）。正常组普通饲料喂养，T2DM 组和 MSC 组高脂喂

养 8 周，饥饿后用链脲佐霉素（Streptozocin， STZ）（22mg/kg）腹腔注射，测三次随机血糖

（FBG）＞ 16.7mmol/L，即为造模成功。继续高脂喂养八周，MSC 组经尾静脉注射脐带间充质干

细胞 3x106/只，每两周注射一次，同时 N 组，T2DM 组注射等体积 PBS。治疗期间，每两周测血

糖，体重及 24 小时尿蛋白/肌酐，治疗八周行 IPGTT 试验后处死动物并留取肾脏组织，应用

HE,PAS,Masson,天狼猩红染色，冰冻切片免疫荧光，western blot 和透射电镜等方法评估干细胞

对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效果。 

结果  1. 与 T2DM 组相比，UC-MSCs 输注可明显降低 T2DM 大鼠血糖，改善其糖耐量。2. T2DM

组对比正常组的尿蛋白/肌酐明显升高，而 MSC 治疗组的尿蛋白/肌酐未升高，较正常组无明显差

异。3.HE 染色结果显示经 UC-MSCs 治疗后肾小球硬化程度有明显改善；PAS 染色显示对比 N

组，T2DM 组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UC-MSC 治疗后较 T2DM 组减轻；马松染色，天狼猩红染

色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T2DM 组的肾小球纤维化程度严重，UC-MSC 治疗后可明显改善肾小

球纤维化程度。4.冰冻切片免疫荧光计数结果及 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T2DM 肾脏组织的 LC3B

表达明显降低，P62 含量明显增加，表示自噬强度明显减弱。而 UC-MSCs 治疗组 LC3B 蛋白表达

增加,P62 蛋白表达减弱，表明自噬强度明显增加。 

结论  本文首次提出并探讨了间充质干细胞可参与肾脏组织自噬调节，进而改善糖尿病肾病。 

 
 

PU-1110 

男性高尿酸血症患者不同糖耐量状态下 

成纤维细胞因子 21 和血尿酸的关系 

 
赵江波,王蓓,杨玲,尹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男性高尿酸血症（HUA）患者不同糖耐量状态下血清 FGF21 水平的变化及与尿酸的关

系 

方法  在体检人群中各选择男性高尿酸血症患者（HUA 组）98 例及健康对照组（NC 组）90 例，

HUA 组在按照血糖情况再分为 HUA-NGT 亚组 30 例，HUA-IGR 亚组 32 例，HUA-T2DM 亚组 36

例。分别检测 FGF21、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压、血脂、HOMA-IR 等参数的测定。 

结果  HUA 组 FGF21 水平高于 NC 组[（1.99±0.97）vs （1.73±0.45）ng/ml] （P＜0.05）。HUA-

T2DM 亚组、HUA-IGR 亚组 FGF21 水平均高于 HUA-NGT 亚组[（2.61±0.45）vs （1.89±0.71）

vs （1.01±0.69）ng/ml] （P＜0.05）。FGF21 水平同 FPG、2hPG、HbA1C、WHR、TG、

ln(HOMA-IR)、FINS、SUA 呈正相关，（r＝0.558、0.478，P＜0.01；r＝0.387、0.401、0.334、

0.256，0.220,0.221,P＜0.05）。FPG、2hPG、WHR、SUA、ln(HOMA-IR) 、TG 是 FGF21 的独

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男性 HUA 患者 FGF21 水平升高，FGF21 可能参与了男性 HUA 患者糖代谢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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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1 

藻酸盐银离子敷料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疗效观察 

 
王晨蕊,杨彩哲 

空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藻酸盐银离子敷料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住院治疗的 36 例 wagner 分级 2 级~ 3 级的 2 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分为藻酸盐银

离子敷料组（A 组）和对照组（B 组），每组各 18 例，年龄 33 岁~78 岁，均为男性、湿性坏疽患

者；糖尿病病程 2 月~32 年；糖尿病足病程 1 周~6 月；所有患者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1999 年提出

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排除标准：对藻酸盐阴离子敷料过敏；严重感染；严重心、脑、肾功能不全

者；恶性肿瘤导致的溃疡；精神疾病患者。A 组于清创后采用藻酸盐银离子敷料填充创面，B 组于

清创后采用浸有生理盐水+654-2 纱布填充创面。两组病人均予以基础治疗，并接受 2 月的治疗方

案，观察创面情况直至愈合或 2 个月末。记录患者病史，数码拍照记录创面情况，同时观察创面面

积愈合率，并于每次处理创面时观察创面肉芽及创周皮肤情况、患者疼痛感、敷料二次创伤。所有

数据采用 SPSS17.0 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取 t 检验，计数数据采取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均完成了 2 月的疗程观察，两组患者在年龄、糖尿病病史、糖尿病足病程、糖化血

红蛋白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A 组创面愈合率 66.7%，B 组的创面愈合率 55.6%，两组相比创面愈

合率虽无统计学差异，但 A 组患者疼痛感明显减轻，无明显敷料的二次损伤。 

结论  藻酸盐银离子敷料能促进糖尿病足溃疡创面愈合、减轻换药过程中患者疼痛刺激，有良好的

安全性。 

 
 

PU-1112 

糖尿病并发抑郁的相关因素 

 
修月 

辽宁省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群，并且糖尿病患者中存在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本

研究旨在了解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的患病情况，分析糖尿病患者并发抑郁的相关危险因素。为进一步

研究两者共同病理生理机制提供资料。 

方法  采用横面研究，收集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有效识别出抑郁患者。调查其社会人口统计学

资料（姓名，年龄，学历，地址等）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等)，疾病情况（糖尿病疾病病程，并发

症，HbA1c 等）。使用 ICD-10 诊断标准，对样本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抑郁严重程度筛查。ICD-10

要求抑郁发作诊断必须具备 2 项核心症状和 2 项附加症状。采用密欧根神经病变筛查量表

（MNSI）对患者周围神经病变进行评分。统计分析：（1）描述被调查人群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

（2）用线性回归分析统计抑郁障碍发生的相关因素。 

结果  按 ICD-10 诊断标准作为抑郁障碍的标准，接受调查的门诊患者中，抑郁障碍患病率达

33 .1%。病房调查的糖尿病患者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 51.5%。密欧根神经病变筛查量表评分，住

院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评分高于门诊患者，两者的差异有显著性。方差分析显示，周围神经病

变评分与抑郁评分呈正相关，即抑郁评分越高，周围神经病变评分也越高。对影响糖尿病并发抑郁

障碍的相关危险因素的 5 个相关因素：HbA1c、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病程、年龄、性别、和文化

程度。将这些因素进入多元性回归，结果显示，抑郁分值受年龄、HbAlc、周围神经病变评分的影

响，其中，周围神经病变对其影响最大，其次是 HbA1c，最后是年龄。即存在抑郁障碍的糖尿病

患者发病年龄较早，血糖控制越差，更容易出现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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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患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高于正常人。患有抑郁障碍的糖尿病患者发病年龄早，血糖控

制较差，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比较突出。结果提示在治疗糖尿病过程中要注意糖尿病患者的情绪障

碍。当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治疗依从性差，或有躯体不适，医患关系不良时要高度怀疑抑郁

障碍的可能。 

 
 

PU-1113 

糖尿病患者延续护理应用与效果评价 

 
宋新竹 

鞍山市中心医院（铁东院） 

 

目的  观察糖尿病患者采取延续护理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5 月—2017 年 2 月收治的 216 例糖尿病患者，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 108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延续护理，对 2 组

患者护理后的血糖控制以及护理前后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行比较。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自我护理能

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和糖化血红蛋白值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将延续护理应用到糖尿病患者中，能明显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及糖尿病知识水平，更好

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还提升了糖尿病小组的管理能力。 

结论  在进行调查中，我们也发现采用延续护理不仅能使患者提高自我护理能力，同时也加强了患

者、患者周边人群对医院服务的认可，促进了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综上所述，将延续护理应用到

糖尿病患者中，能明显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更好地控制其血糖、病情

发展，值得推广应用。 

 
 

PU-1114 

男性高尿酸血症患者成纤维细胞因子 21 

与血尿酸和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赵江波,杨玲,尹卫,王蓓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男性高尿酸血症患者成纤维细胞因子 2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1，FGF21）水平与

血尿酸和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方法  在体检人群中各选择男性高尿酸血症患者（高尿酸血症组）及健康对照组（NC 组），分别

检测 FGF21、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压、血脂、HOMA-IR 等参数的测定。 

结果  高尿酸血症组 FGF21、BMI、WHR、SBP、DBP、FINS、ln （HOMA-IR）、TG 及血肌酐

升高（P＜0.05 或 P＜0.01），FGF21 水平同 BMI、WHR、TG、ln （HOMA-IR）、FINS、尿酸

呈正相关（r＝0.456、0.355，P＜0.01；r＝0.231、0.257、0.220、0.222，P＜0.05），多元线性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WHR 、尿酸、ln （HOMA-IR）、TG 是血清 FGF21 独立影响因素（r2＝

0.122、0.154、0.167、0.188， P＜0.05）。 

结论  FGF21 在男性高尿酸血症患者中升高，且与尿酸、ln （HOMA-IR）、BMI、WHR 及脂代谢

相关，推测 FGF21 可能参与高尿酸血症的病理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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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5 

不同妊娠时期甲状腺功能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关系 

 ——前瞻性自我纵向序列研究 

 
孙健斌 1,袁宁 1,赵心 1,张晓梅 1,纪立农 1,2 

1.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早期、妊娠中期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关系。 

方法  本研究是首都特色临床研究《妊娠特异性甲功参考值得建立及不同甲状腺功能状态对妊娠结

局影响的研究》的一部分。采用前瞻性方法，纳入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来北京大学国际医

院单胎妊娠妇女 595 例，除外孕前甲亢 10 人、妊娠期甲亢/亚临床甲亢 5 人、孕前甲减 16 人，孕

前亚临床甲减 2 人，甲癌 3 人，孕前糖尿病 2 人，数据缺失 2 人，共计 522 人纳入研究。妊娠 7W

至妊娠 12W+6 天采集年龄、身高、体重、空腹血糖、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

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在妊娠 16W 至 28W 进行甲功三项即 TSH、FT4、FT3 的

测定。妊娠 24 周至 28 周行 75 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筛查妊娠期糖尿病。以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

分会产科学组《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作为妊娠期糖尿病（GDM）的诊断标准。 

结果  1、与非妊娠期糖尿病组（NGDM）相比，GDM 组妊娠早期空腹血糖更高（5.01±0.45 VS 

4.83±0.38）、年龄更大（ 32.13±4.22 VS 30.96±3.57）、体重指数更大（ 22.98±3.56 VS 

21.6±2.9），具有统计学差异。2、GDM 与 NGDM 组两组妊娠早期 FT3、FT4 及 TSH 无统计学差

异。妊娠中期 GDM 组 TSH 水平更高（2.42±2.90 VS 2.26±1.14）、FT3 更高（3.86±0.48 VS 

3.75±0.44），有统计学差异。GDM 组妊娠中期 FT4 水平更低（12.23±1.95 VS 12.52±1.47），但

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3、以是否发生 GDM 作为因变量，年龄、BMI、妊娠早期空腹血糖、妊娠

中期 TSH、FT3/FT4 比值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年龄越大、BMI 及妊娠早期空

腹血糖越高、妊娠中期 FT3/FT4 比值越大，GDM 发生风险越高，妊娠中期 TSH 水平与 GDM 发生

风险无明显相关。 

结论  妊娠妇女的年龄、孕前体重指数、妊娠早期空腹血糖及妊娠中期 FT3/FT4 比值越高促进妊娠

期糖尿病的发生，妊娠中期 TSH 水平与 GDM 发生风险无明显相关。 

 
 

PU-1116 

新发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TSH 水平 

与胰岛素抵抗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姜凤伟 1,冯肖 2 

1.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锦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在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分析正常的血清 TSH 水平与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关系 

方法  从我院门诊及住院部收集新诊断且尚未开始应用降糖药物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20 例，测

量身高、体重、腰围，计算体质指数，检查血清 TSH、空腹血糖、空腹血清胰岛素水平，进行问

卷调查，排除 TSH 异常的患者，在 TSH 正常的患者中分析血清 TSH 与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的相关性。 

结果  1、根据血清 TSH 水平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 3 组：A 组（TSH<1.0 mIU/L）35 例、B 组

(TSH1.0-1.9 mIU/L)37 例和 C 组(TSH>1.9mIU/L)48 例，应用协方差分析，校正年龄、性别、BMI

因素后，发现 C 组研究对象的 HOMA-IR 水平明显高于 B 组（2.43±0.90 VS. 1.87±0.62，

P=0.038），而 A 组 HOMA-IR（1.59±0.84）与 B 组无统计学差异。2、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TSH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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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HOMA-IR 正相关（r=0.36，P=0.000）；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排除年龄、性别、BMI 因

素的影响后，血清 TSH 水平与 HOMA-IR 仍有关（B=0.30，P=0.000）。 

结论  新发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TSH 水平与 HOMA-IR 正相关，是胰岛素抵抗的危险因素。 

 
 

PU-1117 

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 

与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齐月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与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就诊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 2 型糖

尿病患者 896 名，按照是否合并周围神经病变分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DPN 组，n=532)和非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组(NDPN 组,n=364)；比较两组间患者性别、年龄、病程、药物使用情况等一般

基线临床资料，血肌酐、尿酸、血脂、糖化血红蛋白等生化指标检查项目，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

比值等差异,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DPN 组患者的糖尿病病程、空腹血糖(FPG)、餐后 2h 血糖(2h PG)、糖化血红蛋白(Hb 

A1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微量白蛋白 /尿肌酐比值水平显著高于 NDPN 组 (均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病程、FPG、2h PG、Hb A1c、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是

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发生的高危因素(P<0.05); 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预测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发生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43,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0.9%和 83.1%;最佳诊断点为 12.14 

mg/g。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与其血糖相关指标呈正相关且其水平上升是 DPN

的相关危险因素,即使 UACR 在正常范围内的变异或低水平的异常已可能是 DPN 相关的危险信号;

且 UACR 更为敏感。 

 
 

PU-1118 

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齐月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与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的相关性，为早期干预，有效延缓

和减少老年痴呆的发生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共纳入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240 例，进行认知功能问卷调查, 其中 125 例 Moca 评分<26 分)作为认知功能障碍

组，115 例未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 2 型糖尿病患者(Moca 评分≥26 分)作为认知功能正常组，根据尿

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水平分为三组,UALB/Cr<30 mg/g 为 A 组;UALB/Cr 在(30~300)mg/g 之间为

B 组;UALB/Cr>300 mg/g 为 C 组，分析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同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的关系。 

结果  1、在 UAIB/Cr 比值的不同分组中,T2DM 患者的简易智能状态量表(MMSE)总分、身体部位延

时记忆、听觉即刻记忆 3、图片即刻记忆、图片延时记忆、图片误认数、图片补缺、指图总耗时、

数字广度等均有显著差异(P<0.05)。2、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以 UAIB/Cr 作为应变量,自变量中微

血管病变、是否合并冠心病以及伴侣健康状况对模型方程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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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是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危险因素。2 型糖尿病早期有微量白

蛋白尿时已发生认知功能变化，因而防治糖尿病认知功能减退应尽早进行。 

 
 

PU-1119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的变化 

 
张颖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与糖尿病早期肾病（EDN）发生、发展的关

系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 45 例单纯 T2DM 患者(SDM)，45 例 DN 早期患者(EDN)及

44 例健康对照者(NC)血清脂联素浓度，并作对比分析。 

结果  EDN 血清脂联素水平较 SDM 显著升高（P<0.05）； SDM 血清脂联素水平较 NC 显著降低

（P<0.05）；EDN 血清脂联素水平较 NC 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微量蛋白尿与

ADPN 有正相关性，β 值 0.4，OR 值 1.5，（P<0.05）。 

结论  EDN 患者血清 ADNP 水平高于 SDM 患者，EDN 患者血清 ADPN 水平升高与尿微量白蛋白

增高有关。 

 
 

PU-1120 

血清 TSH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性研究 

 
齐月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根据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患者所获得的数据，研究和分析促甲状腺激素（TSH）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关系，为糖尿病患者预防及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460 例 2 型糖尿

病合并颈动脉硬化患者，根据促甲状腺激素的正常范围分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组和甲状腺功正

常组，分别检测各组甲状腺功能、总胆固醇( CHOL)、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颈动脉超声等，进行回顾性分析，并记录患者的年龄、糖尿病病程、体重指数、

收缩压、舒张压、吸烟史、高血压史等一般资料，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结果  1、亚临床甲减组患者的年龄、糖尿病病程、总胆固醇( CHOL) 、甘油三酯( TG) 、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性( P ＜0．05) 。2、

经过年龄等因素校正后,2 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组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大于甲状腺

功能正常组,斑块个数及低回声斑块所占比例及狭窄≥30%比例高于甲状腺功能正常组。促甲状腺激

素( TSH) 与颈总、颈内动脉内径、内中层厚度有一定相关性；Logs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促甲状腺

激素水平是颈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3、在超重的 2 型糖尿病人群中(体重指数

≥24.0 kg/m2),TSH 同斑块个数,低回声斑块,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呈正相关,且经过年龄、性别、甘油

三酯、胆固醇等因素进行校正后,这种相关性仍然存在。 

结论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是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SH 轻度增

高是形成不稳定斑块的危险因素；超重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TSH 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且独

立于年龄、血脂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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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1 

中药复方制剂在防治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确切作用 

 
邱实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药复方防治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确切作用机理，我们采用逆转录-多聚酶链反

应（RT-PCR）法，为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普通级 Wistar 雄性大鼠 30 只，体重 200±20g，适应性饲养，一周后，按体重层次随机抽取

6 只为正常对照组，余下 24 只（分三组）为造模组。造模大鼠禁食 10 小时后，按 53mg/kg 一次

性腹腔注射新鲜配置的链脲佐菌素，造成糖尿病模型，72 小时后测定血糖≥16.7mmol/l 者列入观察

对象。将造模成功大鼠，按血糖层次再随机分为模型组（8 只）、西药组（8 只）、中药组（8

只） 

结果  经中药复方治疗 8 周，并与瑞泰进行对比。观察指标：微量血糖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

（Ualb） 肾皮质转化生长因子 β1mRNA 表达肾皮质Ⅳ型胶原 mRNA 表达 各组肾组织形态学改变

情况。一般状态：正常组大鼠体重增加明显，反应灵敏，动作自如。模型组大鼠明显消瘦，多饮、

多尿、多食，反应迟钝，动作迟缓，弓背蜷体。中药组及西药组大鼠表现较模型组稍轻。光镜观察:

正常组肾小球结构完整，无肾小球体积增大；模型组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增生，系膜区增宽，基质

增生，GBM 弥漫性增厚，肾小球上皮细胞肿胀，部分肾小球毛细血管腔扩张，可见红细胞淤积呈

缗钱状排列；中西药组上述病理改变均有所减轻电镜下可见模型组肾小球基底膜广泛增厚，上皮细

胞足突断裂、融合、脱落，窗孔结构消失，并可见微绒毛，系膜细胞增生，系膜基质增多。中、西

药治疗组病变较轻 TGF-β1 与糖尿病肾病 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是糖尿病时多种生化因素和各

种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导致肾脏纤维化损害最后的和共同的重要中介因子 

结论  结论中药复方具有控制糖尿病大鼠血糖升高、降低尿微量白蛋白的作用。中药复方具有减轻

肾脏病理损伤的作用。 

 
 

PU-112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通过逆转 β 细胞去分化 

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研究 

 
李冰 1,程愈 1,邹俊彦 2,薛婧 1,尹雅琪 1,于松岩 2,张瀶曦 3,龚正媛 1,母义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南开大学医学院 

3.清华大学医学院 

 

目的  β 细胞功能受损是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近年来，多个基础研究证实了 β 细

胞去分化是 2 型糖尿病 β 细胞功能受损的重要机制，且在一定程度上细胞的去分化是可逆的。人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UC-MSCs）具有组织修复再生和免疫调节两大功能，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具有广

阔的前景。前期研究发现，UC-MSCs 输注可有效缓解高血糖状态，改善胰岛功能，但具体机制尚

不明确。本研究旨在通过观察 T2DM 小鼠胰岛 β 细胞去分化的趋势，探究 UC-MSCs 输注可否逆

转 β 细胞去分化，进一步解析 UC-MSCs 治疗 T2DM 的机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方法  将 8 周龄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两组：正常饮食组（N）和高脂喂养 12 周后腹腔注射 STZ

的 T2DM 组（DM）。在成模后的第 1-4 周内观察两组的随机血糖、体重（1 次/周），并分别在成

模后第 1 周、2 周、3 周、4 周留取两组小鼠胰腺组织，利用免疫荧光（IF）染色技术检测各组 β

细胞表型蛋白及去分化标志物的表达，以追踪去分化的趋势，分析得到去分化高峰时间点。随后，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将 8 周龄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三组： N 组，DM 组以及 UC-MSCs 治疗组

（MSCs）。MSCs 组在成模后于去分化高峰时间点每周输注一次 UC-MSCs，连续输注两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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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结束 7 天后，各组行 IPGTT 和 IPITT 试验，留取血液和胰腺组织，检测血糖，胰岛素；利用 IF

技术检测各组 β 细胞中前述标志物的表达。 

结果  1.在本研究应用的 T2DM 模型中，随着病程的进展（DM 1W-4W 内），胰腺组织中 Pdx-1、

MafA 阳性的 β 细胞比例下降，β 细胞中的 Insulin 表达减弱， ALDH1A3 阳性的 β 细胞比例逐渐升

高，于 DM-2W 达到高峰。2. IPGTT 及 IPITT 结果显示， UC-MSCs 输注降低了小鼠的空腹及餐后

血糖，改善了胰岛素抵抗；IF 染色结果显示，与 DM 组相比，MSCs 组 Pdx-1、MafA 阳性的 β 细

胞比例上升，β 细胞中 Insulin 表达增强，ALDH1A3 阳性的 β 细胞比例下降。  
结论   1.在本实验的 T2DM 模型中 β 细胞发生了去分化，并于 DM-2W 达到高峰。2. UC-MSCs 的

输注可逆转 β 细胞的去分化，从而改善胰岛功能，缓解高血糖状态。 

 
 

PU-1123 

胰岛素所致的痛性神经病变临床分析 

 
尚健 

北京海军总医院 

 

目的  胰岛素神经炎（insulin neuritis）是一种少见的糖尿病急性神经病变，以胰岛素治疗后立即出

现的痛性神经病变为特征，为提高临床医生对此类疾病的认识，避免发生痛性神经炎的可能。 

方法  研究一例住院患者女性，49 岁，在应用胰岛素治疗后患者主要表现：1、双下肢表皮疼痛明

显，但无水肿，不除外患者对个别胰岛素过敏的可能，更换降糖方案为诺和锐 30，先给予诺和锐

30 生理盐水稀释后皮试，无过敏症状，更换降糖方案为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 早 14iu 晚 10iu 皮下

注射降糖。2、疼痛原因：在注射胰岛素后出现全身疼痛症状，近 3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由 15%降至

8.30%，提示近 3 月血糖下降迅速，胰岛素所致的痛性神经炎风险约 80%，临床考虑患者周身疼

痛、感觉异常与此相关，3、周身疼痛以双下肢为主，予普瑞巴林逐渐加量至 150mg 口服 2/日；

阿米替林可抑制神经突触对 5-羟色胺或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提高痛阈值，联合阿米替林 25mg 

1/晚；此外依帕司他是一种可逆性的醛糖还原酶非竞争性抑制剂，对醛糖还原酶具有选择性抑制作

用。临床研究表明，依帕司他能抑制糖尿病性外周神经病变患者红细胞中山梨醇的积累，依帕司他

胶囊 50mg 口服 3/日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治疗。予营养神经、抗氧化应激及改善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等治疗后，周身疼痛症状明显好转。予沙格列汀片 5mg 口服 1/日；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 

18iu 皮下注射 1/早餐前 5’、16iu 皮下注射 1/晚餐前 5’；疼痛明显好转，出院。出院前血糖波动 6-

8.2mmol/L，餐后 2h 血糖：6.6-11.2mmol/L。 

结果    胰岛素神经炎具有自限性，一般在 1～6 个月内症状可完全缓解，并发症症 状完全缓解的时

间较长，文献报道长达 10 个月，Gibbons 等随访了 104 名患者 5 年，发现胰岛素神经炎的症状可

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目前尚无依据血糖控制是否可以缓解临床症状，但建议在这期间给与对症

治疗，对症治疗主要包括以下措施：1、：防止血糖波动，减缓血糖下降幅度；应用镇痛药物缓解

病人痛苦，症状严重时甚至需多种药物联合治疗。 

结论  本例患者急性痛性神经病变的发生与血糖波动大有关，临床检查提示下肢神经传导速度减

慢，予营养神经、抗氧化应激及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治疗后好转，在临床中控制血糖时避免

血糖大幅度波动，可避免快速血糖控制引发急性痛性神经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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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4 

脂联素基因 SNP-11426 与中国人群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李奕平,杨莹,陶文玉,李显丽,杨曼,王晓苓,王飞英,熊煜欣,陈郊丽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脂联素基因启动子 SNP-11426 与中国人群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 

方法  首先对中国人群 2 型糖尿病组（n=56）和非糖尿病组（n=44）进行脂联素基因启动子

2166bp 测序，发现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进一

步，选择测序结果中的 SNP-11426 作为研究位点，采用 Taqman 技术，对中国人群 2 型糖尿病组

（n=611）和非糖尿病组（n=536）样本进行分型，软件分析 SNP-11426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

频率在 2 型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的差异；并进行共显性、显性、隐性、超显性和加性 5 种遗传模

式分析；最后，纳入中国汉族人群的 3 个研究（包括本研究）进行 Meta 分析，其中 2 型糖尿病组

（n=1762），非糖尿病对照组（n=2110），分析不同遗传模式下 SNP-11426 与 2 型糖尿病的相

关性。 

结果  对中国人群脂联素基因启动子测序结果提示，该区域存在 SNP-12140、SNP-11426 和 SNP-

11377 三个最小等位基因频率＞10%的 SNP 位点。SNP-11426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在 2 型

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存在统计学差异：SNP-11426A 等位基因为 2 型糖尿病的保护性因素

（P=0.04；OR=0.79；95%CI 0.63-0.99）；加性遗传模式提示，SNP-11426（2GG+GA）基因型

增加患 2 型糖尿病风险（P=0.04；OR=1.26；95%CI 1.01-1.58）。Meta 分析结果提示，等位基

因、隐性及显性遗传模式下，脂联素基因 SNP-11426 与 2 型糖尿病均相关。SNP-11426G 等位基

因较 SNP-11426A 等位基因增加患 2 型糖尿病风险（OR=1.21；95%CI 1.07～1.37）；在显性遗

传模式下，SNP-11426（GG+AG）基因型较 SNP-11426AA 基因型增加患 2 型糖尿病风险

（OR=1.21；95%CI1.05～1.40）；在隐性遗传模式下，SNP-11426GG 基因型较 SNP-11426

（AG+AA）基因型增加患 2 型糖尿病风险（OR=1.63 95%CI 1.07～2.49）。 

结论  脂联素基因 SNP-11426 位点与中国人群 2 型糖尿病相关，SNP-11426G 等位基因可能增加

中国人群 2 型糖尿病的风险。 

 
 

PU-1125 

老年 0 级糖尿病足患者采取罗伊适应模式护理效果探讨 

 
董波萍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对老年 0 级糖尿病足患者采取罗伊适应模式护理效果进行探讨。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间收治的老年 0 级糖尿病足患者 86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

取双盲法分为研究组(n=43)及对照组(n=43)。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罗伊适

应模式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结果  经过干预后，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要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老年 0 级糖尿病足患者治疗过程中，通过实施罗伊适应模式护理可改善其生活质量，促进

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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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6 

补阳还五汤联合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观察 

 
王云卿 

杭州市余杭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观察补阳还五汤联合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的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内分泌科住院 DPN 患者 60 例，均符合 WHO1999 年糖尿病诊断标准和《临床糖尿

病学》规定的 DPN 诊断标准，其中治疗组 30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 57.2 岁；糖

尿病平均病程 7.8 年。对照组 30 例，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平均年龄 57.1 岁；糖尿病平均病程

7.6 年。两组患者均给予糖尿病健康教育、饮食控制、适量运动、口服降糖药物或胰岛素皮下注射

控制血糖。对照组予依帕司他片(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治疗，每次 50mg，每日 3 次，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补阳还五汤，组成：生黄芪 30g，当归 12g，桃仁 12g，红花 9g，赤芍白芍

各 25g，川牛膝、怀牛膝各 15g，木瓜 15g，丹参 15g，鬼箭羽 15g，桂枝 6g，黄连 6g，水蛭

12g，土元 9g，地龙 15g，每日 1 剂。4 周为一个疗程。分别观察患者治疗前后密歇根糖尿病审计

病变评分（MNDS）、肌电图检测正中神经、腓总神经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及感觉神经传导

速度(SCV)。 

结果  与对照组及治疗前相比，治疗组糖尿病神经病变积分及神经传导速度改善明显，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补阳还五汤联合依帕司他治疗 DPN 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PU-1127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贫血相关因素分析 

 
陈曦,李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对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贫血的特点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选择 211 例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分析贫血的发生率、贫血的性质，及其与血肌

酐、胱抑素 C 肾功能指标、血清白蛋白、前白蛋白营养状态指标及糖、脂代谢相关指

标的关系。将患者分为贫血组及非贫血组，分别比较肾功能、糖代谢指标、营养状态

等指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贫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211 例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贫血患者 59 例，贫血的发生率为 28%，绝大部分为正细胞

正色素贫血。血红蛋白（Hb）与 eGFR 成正相关（r=0.451,P<0.01），贫血组 eGFR 明显低于非

贫血组（P<0.01），Hb 与血肌酐、胱抑素 C 成负相关（r=-0.378；r=-0.451，P<0.01），贫血组

血肌酐、胱抑素 C 水平高于非贫血组（P<0.01），Cys-C 越高贫血发生率也随之增高，但在血肌

酐正常，eGFR≥90ml/min/1.73m2 时贫血即可出现。贫血组糖化白蛋白水平明显高于非贫血组

（P<0.05）。Hb 与血清白蛋白、前白蛋白成正相关（r=0.568；r=0.354,P<0.01），非贫血组血清

白蛋白、前白蛋白高于贫血组（P<0.05）。血 SCr 升高、Cys-C 升高、eGFR 降低、血清白蛋白

降低、前白蛋白降低为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贫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贫血发生率高，可出现在血肌酐正常、eGFR 下降之前。贫血的发生除了

与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功能恶化相关外，与血糖控制情况、营养状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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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8 

应用胰岛素泵联合达格列净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疗效观察 

 
郭丽婷,葛焕琦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评价比较达格列净联合胰岛素泵与单用胰岛素泵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00 例。比较胰岛素泵联合达格列净（达格列净组 n=60）

与单用胰岛素泵（对照组 n=40）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对血糖、胰岛素用量、体重、血压等方面的

影响，并比较两组间低血糖、尿路感染的发生率。 

结果  达格列净组， 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用量、收缩压、体重下降程

度优于安慰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达格列净组，低血糖发生率和尿路感染方面

与安慰剂组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胰岛素泵联合达格列净治疗 2 型糖尿病能有效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和体重，且不增加低

血糖的发生率。提示短期应用胰岛素泵联合达格列净治疗效果优于单用胰岛素泵治疗。 

 
 

PU-1129 

2 型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失调及其干预研究 

 
陈诚,雷涛,沙雯君,陈琳,申甜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目的  探究 2 型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较正常人有无异常及是否存在肠道菌群紊乱。探讨黄连素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胰岛素抵抗、GLP-1 的影响，以及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方法  选择 2017.02.01 到 2017.09.30 收治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48 例，健康人 30 例。将患者分为黄

连素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降糖、调脂以及改善糖尿病并发症等常规治疗，黄

连素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黄连素 0.5g/次，3 次/天，比较两组在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胰岛素，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等各项指标的变化。利用 Elisa 法测定糖尿

病患者空腹血清 Total GLP-1 水平；采用传统微生物培养技术初步测定粪便中双歧杆菌、乳酸杆

菌、拟杆菌、肠杆菌、肠球菌数量。收集 2017.10.01 到 2018.01.31 住院的 T2DM 患者 28 例，(黄

连素组 6 例，对照组 22 例)，同期体检的健康人 10 例，收集受试者粪便样本，采用 16srRNA 基因

测序技术分析肠道菌群多样性和差异。 

结果  （1）黄连素与对照组患者肠道菌群在治疗前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拟杆菌较对照组上升，肠杆

菌较对照组下降，有显著差异（P<0.01）；黄连素组患者 FINS 水平在治疗 6 周后较对照组显著降

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黄连素组 FBG、HbA1c、HOMA-IR 在治疗后降低，GLP-1 水

平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T2DM 患者治疗前后,乳酸杆菌与空腹血糖（FBG）有相关性（P<0.05）；双歧杆菌、肠杆菌

与空腹血糖（FBG）显著相关（P<0.01）,前者呈正相关，后者呈负相关。 

（3）T2DM 患者肠道菌群中较正常人相比厚壁菌门丰度降低，拟杆菌门升高；服用黄连素 6 周

后，T2DM 患者肠道菌群中普氏菌门（Prevotella）与拟杆菌门（Bacteroidates）的丰度改变较

大，且二者呈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2DM 患者肠道菌群中较正常人相比厚壁菌门丰度降低，拟杆菌门丰度升高；普氏菌门与拟

杆菌门负相关。黄连素可以调节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提高

GLP-1 水平，对治疗 2 型糖尿病有一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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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0 

北京市糖尿病足患者与非糖尿病足患者截肢后生存分析 

 
武钰翔,朱平,石鸿雁,宁丹,史琳涛,王爱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目的  比较糖尿病足患者截肢与非糖尿病足患者截肢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影响患者截肢后生存

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北京市 3 家医院 2010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64 例糖尿病足截肢患者及 61

例非糖尿病足截肢患者相关资料进行采集，随访 4 年，以死亡为观察终点，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结 果  两 组 患 者 4 年 生 存 率 （ 59.4%vs83.6% ， X2=8.943,P=0.003 ） 、 年 龄

（64.45±10.96vs44.7±20.911，Z=-5.277,P<0.01）、收缩压（130（123-147.5）vs120（110.5-

134.5 ） ,Z=-3.143,P<0.01 ） 、 吸 烟 （ 51.6%vs31.1% ， X2=5.358,P-0.021 ） 、 高 血 压

（56.2%vs26.2%,Z=11.586,P<0.01）、血脂异常（32.8%vs8.2%，X2=11.48,P<0.01）、冠心病

（28.1%vs4.9%，X2=12.034,P<0.01）、脑血管病（20.3%vs4.9%，X2=6.631,P=0.01）、空腹

血糖（6.52（4.92-8.375）vs4.9（4.54-61），Z=-3.527,P<0.01）、小截肢（59.4%vs23%，

X2=35.012,P<0.01 ） 、 截 肢 痊 愈 率 （ 35.9%vs98.4% ， X2=54.739,P<0.01 ） 、 二 次 截 肢

（ 40.6%vs0%，X2=31.289,P<0.01）、住院天数（ 40（24-43.75） vs41.2（ 36-44），Z=-

7.177,P<0.01）、住院费用（62125.2（33927.3-89353.6）vs33758.1（21040.5-52398.2），Z=-

3.64,P<0.01）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足（OR=2.696, 

95%CI=1.294-5.617）及胆固醇（OR=1.203, 95%CI=1.023-1.412）是影响患者截肢后死亡的独立

影响因素。 

结论  糖尿病足及胆固醇是影响患者截肢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PU-1131 

2 型糖尿病风险相关的瘦素受体多态性分析: 

从病例对照研究到 Meta 分析 

 
侯建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 

 

目的  瘦素(LEP)是一种主要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肽类激素，主要通过与下丘脑瘦素受体结合发挥作

用，可调节食物摄取和能量消耗。最近研究表明，外周组织也存在瘦素受体表达。因此，猜测 LEP

和 LEPR 可能是 2 型糖尿病(T2DM)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拟通过基因手段进一步探讨是否外周

血中瘦素受体（LEPR）基因多态性的改变与糖尿病发生有关。 

方法  搜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共有 502 名 T2DM 和 782 名健康控制人员参与了这

项研究。选择胰岛素受体 rs1137100 G>A 和 rs1137101 G>A 基因多态性类型，来确定这些多态性

改变对 T2DM 敏感性的影响。基因型分析是由 SNPscanTM 基因型分析进行的。 

结果  胰岛素受体 rs1137100 G>A 和 rs1137101 G>A 的多态性改变与 T2DM 的敏感性没有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 Meta 分析对 rs1137100 G>A 和 rs1137101 G>A 的多态性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分析，来观察其对 T2DM 的风险情况。分析结果表明，LEPR rs1137100 G>A 多态性与

T2DM(OR,1.29;95%CI，1.03-1.61;P=0.025，AA vs GA+GA)的风险有关。对于 LEPR rs1137100 

G>A 的多态性，在一些比较中存在显著的偏倚。因此，利用整理和填充法计算调整后的概率比

(ORs)和置信区间(CIs)来进行 Meta 分析。与原初 OR 和 CIs 相比，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表明

我们的结果是稳定的。 

结论  LEPR 一种多态性和对 T2DM 的易感性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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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2 

胰岛素泵皮下注射和多次胰岛素皮下注射 

治疗初发 2 型糖尿病疗效的比较 

 
贾延昆 

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分析胰岛素泵连续皮下输注（CSⅡ）治疗初发 2 型糖尿病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初发 2 型糖尿病患者 33 例，分为 CSⅡ组和胰岛素多次皮下注射（MSⅡ）组，比较两

组血糖控制情况及血脂，血凝的发生情况。研究对象选取 2015 年至 2017 年于我院住院的初发 2

型糖尿病患者 33 例，其诊断符合 2010 年 ADA 诊断标准。排除严重感染，DKA，心肾功能不全

者，不愿意配合者。年龄 24 岁—60 岁之间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胰岛素泵治疗（SCⅡ）组 16

例，  胰岛素多次皮下注射（MSⅡ）组 17 例  。两组基线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方法  scII 组应用美敦力 712 型胰岛素泵装入诺和锐，计算胰岛素总量，以胰岛

素总量的 40%作为基础量，而追加量为胰岛素总量的 60%，。仔细检查胰岛素泵及附件，保证输

出到通畅，将针头埋入皮下，妥善固定。MSII 组采用诺和笔三餐皮下注射诺和锐和/或 加用精蛋白

生物合成人胰岛素诺和灵 N 睡前皮下注射。根据早 FPG 和 2hPG，予以剂量调整，调整方法为每

餐加减 1～2U，每日调整剂量不超过 6U，2～3d 调整一次。其余治疗和护理方法一致，两组胰岛

素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观察一周后,两组 FPG,2hPG,血糖达标的平均天数，胰岛素用量情况，TG,LDL-C，FIG 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低血糖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胰岛素泵模拟人体胰岛素生理分泌模式，即连续不停地微量输注胰岛素加上进食前输注胰岛

素可更快更平稳地控制初发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达到血糖平稳，并可减少低血糖的发生，特别是夜

间低血糖的发生，减少全天胰岛素用量，避免血糖波动，其临床应用效果优于传统的胰岛素多次皮

下注射方式。 

 
 

PU-1133 

预混胰岛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与临床实际的差距：附 126 例临床分析 

 
王为民,韦美娟,覃海静,张君,王采虹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我们医联体单位应用预混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实际情况，找出与“预混胰岛素

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的差距，制订应对方法，以促进临床合理规范应用预混胰岛素。 

方法  126 例应用预混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均是来源于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

们进行“医院－社区联合群体访谈健康教育研究” 过程中的 3 个医联体社区单位，对他们发放自我制

订的调查表，并在群体访谈教育中进行相关内容记录。调查表内容包括一般资料、病程、治疗过

程、始用预混胰岛素时情况、联合用药、血糖监测、体重变化、低血糖和平时复诊情况。最终收获

调查表 141 张，其中重复 2 张，不够完整的 13 张，给予剔除。 

结果  结果   应用预混人胰岛素 81 例，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45 例；每日注射 1 次 7 例、2 次 97 例、

3 次 22 例；病程小于 5 年的 11 例、5～10 年的 25 例、大于 10 年的 90 例；血糖控制：始用预混

胰岛素时平均病程 8±3.1 年，平均 HbA1c 为 9.8±2.8%；其中 84 例（占 66.7%）是在三级医院行

胰岛素强化治疗后回到社区卫生院改用的，有 18 例错误地将每日用 3 次的预混胰岛素类似物直接

改为 3 次预混人胰岛素；调查时平均 HbA1c 为 8.3±4.1%，仅有 7 例的 HbA1c 为<7%（占

5.6%）；血糖监测：每周监测 2 次以上的 15 例（占 11.9%），每半个月监测 2 次以上 44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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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超过半个月以上不监 测的 60 例，占 47.6%；低血糖：40 例（占 31.7%）可疑的 58 例

（占 34.9%）；体重增加的 121 例（占 96.0%）,其中增加 10%以上的 97 例（占 77.0%）；联合

口服降糖药的 97 例（占 77.0%），其中每日用每日用预混胰岛素 2～3 次，仍联合用上胰岛素促

泌剂的有 18 例（占 14.2%）；平时复诊情况：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45 例患者均在二、三级医院复

诊诊治，其中 7 例控制较好的都是病程少于 5 年，初诊和复诊都在三级医院。 

结论  原因分析与建议本组病例始用胰岛素都较晚，血糖控制较差，绝大多数是在社区卫生院治疗

复诊，与“预混胰岛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的差距极远，与医务人员未能正确掌握糖尿病控制目标、

预混胰岛素临床应用的适应症与血糖监测原则有关。加强、尤其是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糖尿病诊

治指南”和“预混胰岛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PU-1134 

2 型糖尿病风险相关的瘦素受体多态性分析: 

从病例对照研究到 Meta 分析 

 
侯建明,吴豪杰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瘦素(LEP)是一种主要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肽类激素，主要通过与下丘脑瘦素受体结合发挥作

用，可调节食物摄取和能量消耗。最近研究表明，外周组织也存在瘦素受体表达。因此，猜测 LEP

和 LEPR 可能是 2 型糖尿病(T2DM)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拟通过基因手段进一步探讨是否外周

血中瘦素受体（LEPR）基因多态性的改变与糖尿病发生有关。 

方法  搜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共有 502 名 T2DM 和 782 名健康控制人员参与了这

项研究。选择胰岛素受体 rs1137100 G>A 和 rs1137101 G>A 基因多态性类型，来确定这些多态性

改变对 T2DM 敏感性的影响。基因型分析是由 SNPscanTM 基因型分析进行的。 

结果  胰岛素受体 rs1137100 G>A 和 rs1137101 G>A 的多态性改变与 T2DM 的敏感性没有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 Meta 分析对 rs1137100 G>A 和 rs1137101 G>A 的多态性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分析，来观察其对 T2DM 的风险情况。分析结果表明，LEPR rs1137100 G>A 多态性与

T2DM(OR,1.29;95%CI，1.03-1.61;P=0.025，AA vs GA+GA)的风险有关。对于 LEPR rs1137100 

G>A 的多态性，在一些比较中存在显著的偏倚。因此，利用整理和填充法计算调整后的概率比

(ORs)和置信区间(CIs)来进行 Meta 分析。与原初 OR 和 CIs 相比，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表明

我们的结果是稳定的。 

结论  LEPR 一种多态性和对 T2DM 的易感性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PU-1135 

北京市多中心 2 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现况调查 

 
武钰翔 1,程玉霞 1,李丽君 1,贾军宏 2,王闻博 3,郭晓蕙 4,吴艳巧 5,李玉凤 6,刘彦君 1,王爱红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4 医院 

3.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5.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6.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目的  调查北京部分地区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状态情况，并分析 2 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状态的相

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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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6 年到 2017 年北京 6 家医院的 2 型糖尿病门诊及住院患者进行抑郁调查，收集社会学

特征、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降糖药物使用情况等临床资料。使用 PHQ-9 抑郁症筛查量表联合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患者当前状态进行评分进行抑郁症诊断，比较 2 型糖尿病门诊患者和 2 型糖尿

病住院患者抑郁患病率，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抑郁状态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共回收问卷 614 份，其中 2 型糖尿病门诊患者 356 例，住院患者 258 例。调查结果显示住院

患者抑郁率显著高于门诊患者（36.80%vs15.70%，P=0.000），抑郁患者与非抑郁患者在性别、

家庭人均月收入、近三年住院次数、降糖治疗、收缩压、空腹血糖、心血管病史、脑血管病史、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糖尿病足病、生活满

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家庭人均月收入、就诊方

式、近三年住院次数、空腹血糖、收缩压、心血管病史、脑血管病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糖尿病足病、生活满意度可能是抑郁的影响因

素。进一步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P=0.002，95%CI=1.316-3.262）、家庭人均

月 收 入 （ P=0.001 ， 95%CI=0.077-0.522 ； P=0.000 ， 95%CI=0.072-0.413 ； P=0.017 ，

95%CI=0.160-0.835；P=0.000，95%CI=0.055-0.429）、就诊方式（P=0.000，95%CI=1.613-

4.166）、空腹血糖（P=0.012，95%CI=1.018-1.154）、心血管病史（P=0.047，95%CI=1.006-

2.682）、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P=0.000，95%CI=2.246-6.287）、生活满意度（P=0.002，

95%CI=0.968-0.993）是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抑郁患病率高于同期的 2 型糖尿病门诊患者，性别、心血管病史、糖尿

病神经病变、空腹血糖、家庭人均月收入和生活满意度是 2 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的独立因素。 

 
 

PU-1136 

糖尿病专科护理小组的工作模式与实践 

 
张明明,邢桂红,张晓琪 

本溪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专科护理小组的管理模式、工作方法及效果。 

方法  随机选择非糖尿病科室的糖尿病患者 100 例，及糖尿病专科护理小组成员 30 人，以糖尿病

专科护士为主导，其他科室骨干护士接受培训，通过对非专业的护理人员提供糖尿病专科领域的信

息和建议，定期进行专题的培训学习和考核，提高医院护士的糖尿病专科护理水平，加强各临床护

理人员对本科室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能力。 

结果  糖尿病专科小组成立后，30 名糖尿病专科护理小组成员对糖尿病健康教育及操作技能掌握程

度由培训前的 52.4%提高到 93.6%。非糖尿病科的住院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知识掌握程度由教育前

的 45.5%提高到 91.5%。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糖尿病是一种全球流行性疾病，目前全球有 4.25 亿糖尿病患者，我国的糖尿病患者 1.14

亿，居全球首位。现今我国的糖尿病状况呈现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三高”趋势，随着

糖尿病发病率的逐年上升，糖尿病患者住院不再局限于内分泌科，合并其他疾病的糖尿病患者在非

内分泌科室住院治疗的现象非常普遍，因而对非专科的护理人员来说，需要为糖尿病患者提供规范

的治疗、护理以及健康教育。非内分泌专科护理人员由于糖尿病知识的相对缺乏，使护理这类患者

成为工作难点。而糖尿病专科护理小组的成立，为在其他科室的住院糖尿病患者提供规范的同质化

糖尿病的专科护理，使其也能得到专业、优质的护理，优化血糖管理，有效提高护理质量、缩短住

院时间，进一步提高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预防或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切实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意识，密切医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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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7 

红景天苷通过抑制 BIM 蛋白 

表达减少高糖诱导的肾小管细胞凋亡 
 

郭丛丛,张瑞,张亚芹,廖琳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既往肾小球一直是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研究的焦点，近来有研究指

出，肾小管细胞凋亡参与 DKD 的发生发展。红景天苷(salidroside，SAL）是中药红景天的主要活

性成分，可保护多种刺激诱导的细胞凋亡。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SAL 是否可减少高糖诱导的肾小

管细胞凋亡。 

方法  首先，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 SAL 保护 DKD 的潜在通路。体内研究：将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正常对照组(sham),右侧肾切除大鼠组（UNX）、糖尿病肾病组（DKD）、糖尿病肾病组+红

景天苷组（DKD+SAL）。采用链脲佐菌素联合单侧肾切的方法诱导 DKD 大鼠。DKD+SAL 组大鼠

给予 SAL 70mg/kg/day 剂量灌胃，连续 8 周。于第 8 周处死大鼠，测定大鼠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24h 尿白蛋白、血肌酐、尿素氮。糖原染色、六胺银染色评价肾脏病理改变。TUNEL 染色检

测各组肾小管凋亡率、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肾皮质 BIM,BAX，BCL-2 及 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体外研究：将 HK-2 细胞分为高渗对照组（MG），高糖组（HG），高糖+红

景天苷组（HG+SAL）。CCK8、AnnexinⅤ/PI，TUNEL 染色及 Western blot 检测 SAL 对高糖刺

激下细胞活力，细胞凋亡率，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的影响。干扰 BIM 蛋白表达，检测其对

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的影响。Western blot、RT-PCR 及免疫荧光进检测 SAL 对 BIM 蛋白

表达的影响。 

结果  网络药理学分析发现 SAL 的肾保护作用与抑制细胞凋亡有关。DKD 大鼠肾小管细胞明显多

于肾小球。SAL 能显著降低 DKD 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率，抑制 DKD 大鼠肾皮质

BIM,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表达，降低血肌酐、24h 尿蛋白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SAL 可提

高高糖刺激下 HK-2 的细胞活力，减少高糖诱导的细胞凋亡，抑制 BAX，cleaved-caspase3 蛋白

表达。下调 BIM 蛋白能显著降低 BAX、cleaved-caspse3 蛋白表达。SAL 可显著抑制高糖刺激下

HK-2 细胞 BIM 蛋白表达。 

结论  红景天苷能明显减轻 DKD 大鼠尿蛋白，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BIM 介导的肾小管细胞凋亡相

关。 

 
 

PU-1138 

糖尿病并脑梗塞的护理 

 
关晓丽 

辽宁省辽阳糖尿病医院 

 

目的  探讨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脑梗塞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后的疗效。 

方法  探讨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脑梗塞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后的疗效。结果对 51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脑

梗塞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后,显效 29 例,占 57%,好转 17 例,占 33%,无效 5 例,占 10%。总有效率

90.2%。 

结果  经过一系列的有效护理方法干预后 51 例糖尿病并脑梗塞患者的症状有所减轻，特别是通过积

极的心理疏导后，患者的心理障碍表现发生程度不一定改变。 

结论  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脑梗塞的患者,因其病情复杂,有针对性的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护理

干预措施,对改善病情,降低该病的致残率,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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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9 

2 型糖尿病患者黎明现象的发生率及其对血糖波动的影响 

 
马婧 1,刘关键 2,冉兴无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中国 Cochrane 中心 

 

目的  采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GMS），对 2 型糖尿病患者不同定义标准下黎明现象（DP）的发

生率进行比较，同时分析其对血糖波动的影响，为患者更好的全天血糖控制提供治疗策略。 

方法  纳入 170 例（男 78 例，女 92 例）进行黎明现象的分析，分别以 ΔBG > 0.5mmol/L 和

1.1mmol/L 为截点来判断是否发生 DP，统计两种标准下 DP 的发生率。根据 HbA1c 水平分为三

组，分别按上述标准划分为 DP 组和非 DP 组，分析 DP 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1) 以 ΔBG > 0.5mmol/L 为标准，DP 发生率为 65.29%，三组中分别为 74.39%、70.73%、

44.68%，有统计学意义；以 ΔBG > 1.1mmol/L 为标准，DP 发生率为 45.88%，三组中分别为

52.44%、39.02%、40.43%，无统计学意义（p=0.252）。(2) 三组受试者中，DP 组的夜间空腹葡

萄糖值均低于非 DP 组，分别以 ΔBG > 0.5mmol/L 和 ΔBG > 1.1mmol/L 为定义标准，DP 组的病

程 、 MBG 、 SDBG 、 CONGA 、 MAGE 、 MODD 、 GRADE 均 较 非 DP 组 升 高 ； 以

ΔBG > 1.1mmol/L 为标准时，MBG、CONGA、GRADE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DP 的

出现与 MAGE 呈相关关系。（3）采用 CGMS 计算得到平均 ΔBG 为 1.00mmol/L，以

ΔBG > 1.1mmol/L (20 mg/dl)为分界标准在 CGMS 应用下具有更佳的判定意义。（4）通对夜间血

糖最低点配对，以 ΔBG > 1.1mmol/L（20 mg/dl）为分界标准，发现 DP 组中的 HbA1c 及 24h-

MBG 水平高于非 DP 组（HbA1c: 7.34%±1.56% vs. 7.04%±0.99%；24h-MBG：8.73±2.55 

mmol/L vs. 7.85±1.58 m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发现总体上 DP 组的 HbA1c 高 0.30%，

24h-MBG 高 0.89 mmol/L。 

结论  黎明现象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发生率很高，DP 可同时影响整体血糖水平及血糖波动程度，

差值 ΔBG > 1.1mmol/L（20 mg/dl）的定义标准与临床诊治关系更为密切，具有更佳的判定意义。 

 
 

PU-1140 

Roux-en-Y 胃旁路术治疗 2 型糖尿病疗效的 meta 分析 

 
张磊 1,2,曲琳 1,2,杨玉秀 1,郭刚 1,郭军 1,董砚虎 1,2 

1.青岛市内分泌糖尿病医院 

2.潍坊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收集公开发表的评价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 Roux-en-Y 胃旁路术术后 6 个月及 1

年疗效的临床资料，采用 Meta 分析评价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 

方法  计算机以"2 型糖尿病"、"消化道重建"、"Roux-en-Y 吻合"、"gastric carcinoma"、"type 2 

diabetes mellitus"、"gastrectomy"、"gastrointestinal reconstruction"、"Roux-en-y"等为关键词检

索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临床对照试验数据库、MEDLINE、EMbase、CBM、CNKI、WangFang 

Data，检索时限均为 2008—2017 年 9 月，通过文献的关键词及参考文献的反追溯进行文献检索，

按纳入和排除标准选择文献。使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研究入选标准如下：① 

T2DM 诊断标准：空腹血糖≥7.0 mmol/L 和（或）餐后 2h 血糖≥11.1 mmol/L；② 研究实施地区不

限；③采用 Roux-en-Y 胃转流术治疗的 T2DM；④研究对象性别、年龄、地区不限，病例数>10；

⑤随访时间≥ 12 个月。 

结果  检索分析最终纳入 12 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7 篇，英文文献 5 篇。Meta 分析结果显示，

T2DM 患者行胃转流术后 6 个月、12 个月 FBG 水平较术前分别降低 1.55 mmol/L［95%CI（﹣

1.97，﹣1.13），P<0.00001］和 1.59 mmol /L［95%CI（﹣2.11，﹣1.07），P<0.00001］，与

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DM 患者行胃转流术后 6 个月、12 个月 HbAlc 水平分别较术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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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66%［95%CI（﹣2.12，﹣1.20），P<0.00001］和 1.46%［95%CI（﹣1.81，﹣1.12），

P<0.00001］，与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DM 患者胃转流术后 12 个月 BMI 水平较术前降

低 1.13［95%CI（﹣1.74，﹣0.52），P=0.0003］；敏感性分析显示，患者术后 12 个月 BMI 水

平与固定效应模型一致[95%CI(-1.04，-0.73)，P < 0.00001]，提示合并性分析结果稳定可靠。 

结论  T2DM 患者行 Roux-en-Y 胃旁路术后可明显降低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体重指数。本研

究结论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大样本、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 

 
 

PU-1141 

糖尿病健康教育研究进展 

 
李文晴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糖尿病健康教育的手段对糖尿病进行病前预防及病后治疗指导 

方法  1 基础知识指导、2 饮食指导、3 运动指导、4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5 血糖自我检测、6 合理

用药指导 

结果  糖尿病健康教育使病人减轻或避免糖尿病并发症，对糖尿病的控制起到极大的作用。 

结论  糖尿病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慢性疾病之一，单纯药物治疗不能长期、有效地控制血

糖，必须通过健康教育的手段对糖尿病进行病前预防及病后治疗指导。如果病人能够正确的学习健

康教育，对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U-1142 

孕前糖尿病临床特点及胰岛素剂量影响因素分析 

 
丁丽,魏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观察孕前糖尿病（Pre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PGDM）孕妇临床特点及胰岛素应用剂

量范围并分析影响剂量的因素。 

方法  在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解放军第 202 医院接受产前检查的孕妇中筛选 PGDM

孕妇，给予治疗并随访，记录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情况及不同孕周达标时胰岛素剂量。对患

者临床特点进行描述性统计，将不同孕周对应胰岛素剂量及孕期胰岛素最大剂量分别分为高、中、

低剂量组，以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组孕周及相关临床因素差异。 

结果  共筛查 PGDM 孕妇 52 例，年龄≥30y 占 77%；孕前 BMI≥24Kg/cm2 占 75%；孕前有糖代谢

异常病史者占 42%，其中备孕期控制不达标者占 73%；无病史者孕前 83.3%未接受血糖检查，占

所有患者 48%，其中 67%于妊娠 24 周前确诊 PGDM，20%无糖尿病高危因素；随访期内 30 例分

娩，出现血压偏高、胎儿宫内缺氧、早产及巨大儿等并发症及不良结局者占 53%；孕期胰岛素剂

量范围 0-212U/d，与低、中剂量组比较，高剂量组孕周大（低：26.97±7.86、中：25.65±9.66、

高：30.52±6.89，P＜0.05），有明确糖尿病史比率高（低：11.1%、中：10%、高：70%，P＜

0.017），孕前达标率低（低：80%、中：70%、高：20%，P＜0.017），合并疾病比率高（低：

0%、中：0%、高：60%，P＜0.017）。 

结论  1.PGDM 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孕前及孕期血糖筛查不及时造成漏诊及延迟诊断率高，建议孕

前及孕期每次产检时常规进行血糖筛查；2.糖代谢异常女性计划妊娠意识差，孕前达标率低；

3.PGDM 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较高；4.PGDM 孕妇胰岛素剂量范围大，孕前患糖尿病且控制不达标

者或合并其它疾病者胰岛素用量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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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3 

2 型糖尿病患者基础血糖与餐后血糖 

对整体血糖状态的相对和绝对贡献研究 

 
马婧,冉兴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用不同方法探讨餐后血糖（PPG）及基础血糖（BBG）对全天高血糖及

HbA1c 的相对及绝对贡献，寻找一种准确评估贡献程度的方法以便今后研究使用，同时为降糖治

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共纳入受试者 323 例，T2DM 受试者按 HbA1c 由低到高依次分为 5 组，采用 CGMS 分别以

WHO、ADA 定义的 FPG 正常上限及 NGT 24 小时动态血糖曲线为基线，计算每名受试者总体高

血糖的曲线下面积、餐后高血糖曲线下面积及基础血糖曲线下面积，用六种不同方法计算。 

结果   ① 以 6.1mmol/L 为基线，PPG 对全天高血糖的相对贡献分别是 51.11%、48.13%、

34.41%、25.61%、20.08%；以 5.6mmol/L 为基线，PPG 对全天高血糖的相对贡献分别是

43.08%、38.74%、30.00%、20.73%、18.00%；以 NGT 曲线为基线，PPG 对全天高血糖的相对

贡献依次为 40.96%、34.09%、29.31%、20.57%、17.71%，不同方法计算出的 PPG 对全天高血

糖的相对贡献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01）。② 与 NGT 曲线为基线的方法相比，以 6.1mmol/L

和 5.6mmol/L 为基线的方法对全天高血糖的相对贡献分别高估约 10.2%及 2.1%；以 6.1mmol/L 为

基线的 PPG 贡献比例比 5.6mmol/L 为基线的标准高估约 8.0%。③ PPG 对 HbA1c 的绝对贡献分

别为 0.11%、0.27%、0.42%、0.46%、0.55%，而 BBG 对 HbA1c 的绝对贡献分别为 0.20%、

0.73%、1.28%、2.56%、3.75%，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④ 三种基线标准下采用第二种

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数据离散程度较大。 

结论  无论哪种基线标准，PPG 对全天高血糖的相对贡献随 HbA1c 升高而降低，BBG 对全天高血

糖的相对贡献比例随 HbA1c 升高而升高。PPG 与 BBG 对 HbA1c 的绝对贡献随 HbA1c 水平的升

高而升高，BBG 对 HbA1c 的绝对贡献上升更明显。采用 NGT 曲线由于考虑了正常人进餐后出现

的生理波动，计算 PPG 及 BBG 对全天高血糖的相对及绝对贡献更为准确。 

 
 

PU-1144 

护理干预对纠正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误区的作用 

 
李文晴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纠正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误区,建立良好饮食习惯。 

方法  对 68 例中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健康教育。 

结果  所有患者认识到饮食控制的重要性, 88%患者纠正了不良饮食倾向。85%的患者建立了正确的

饮食习惯。 

结论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进行健康教育,可减少其并发症的发生,利于疾病的良好控制。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36 

 

PU-1145 

糖尿病低血糖患者的观察及护理分析 

 
李文晴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糖尿病低血糖患者的影响。 

方法   80 例糖尿病并发低血糖，患者的临床资料,随即分为治疗组(40 例)和对照组(40), 对照组患者

采用常规护理,治疗组患者应用   系统性护理干预, 比较 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低血糖再发率。 

结果  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低血糖再发率低,2 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低血糖再发率低,2 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U-1146 

睡眠呼吸暂停对糖代谢异常患者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 

 
赵欣梅,魏翠英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与睡眠呼吸暂停（OSAHS）均是严重影响健康的慢性、流行性疾病，临床常见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睡眠呼吸暂停，且该类患者认知功能损伤较为显著，相关机制尚不明确。少数文

献报道 OSAHS 是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损伤的重要原因，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是低氧适应

性调节的关键转录因子，是否为该类患者认知损伤的机制之一少有文献报道。因此，本研究拟通过

病例对照研究，观察 OSAHS 对糖耐量减低、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并探讨 HIF-1α 在

其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 197 例，退出 19 例，最终 178 例研究对象入选，分为正常组（N

组）、OSAHS 组（O 组）、糖耐量减低组（I 组）、2 型糖尿病组（D 组）、OSAHS 合并糖耐量

减低组（IO 组）、OSAHS 合并 2 型糖尿病组（DO 组）。认知功能测评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

表（MoCA）法。HIF-1α 水平测定采用 ELISA 法。统计软件为 SPSS17.0，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1）多元线性回归：OSAHS（stb= -0.778）对糖耐量减低患者 MoCA 评分的影响具有统计

学差异；WHR（stb= -0.274）、高血压（ stb= -0.170）、HIF-1α（stb= -0.359）、OSAHS

（stb= -0.676）对 2 型糖尿病患者 MoCA 评分的影响具有统计学差异。（2）MoCA 评分：D 组与

N、I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I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O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IO、I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O、D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HIF-1α 水

平：D 组与 N、I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I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O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O、I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O、D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2 型糖尿病及 OSAHS 可能为认知功能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OSAHS 是糖耐量减低患者认知

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WHR、高血压、OSAHS、HIF-1α 是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独立

危险因素；HIF-1α 在认知功能损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HIF-1α 水平上调可能是认知功能损伤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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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7 

外源性胰岛素导致自身免疫性低血糖 8 例报告 

 
贺钰梅 1,2,李一君 1,王先令 1,巴建明 1,吕朝晖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东关分院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外源性胰岛素诱发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IAS）的认识。 

方法  集中收集 2009 至 2017 年于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因使用外源性胰岛素致 IAS 病例

共 8 例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并总结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一般资料(发病年龄、病

程等)、临床症状、检查以及治疗。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血生化、C 反应蛋白、甲状腺功能

等内分泌常规检查，75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C 肽、胰岛素水平（停用胰岛素后检

测），以及 IAA、ICA、GADA 测定。 

结果  8 例患者均有 2 型糖尿病病史，就诊时年龄 50-77 岁，糖尿病病程 0.4-16 年； 其中 5 例患

者 BMI 正常，3 例超重；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在 6.1-11.7%之间；8 例患者均有低血糖表现，其中 5 

例有典型低血糖症状，3 例通过病史采集发现， 且低血糖发生无特定规律； 5 例患者均使用了门

冬胰岛素 30，1 例患者使用鱼精蛋白锌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1 例患者使用生物合成人胰岛素，1 

例患者使用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 

30/70；同类胰岛素使用时间最短 0.4 年，最长 5 年，胰岛素使用剂量从 18u/天-50u/天。75g 

OGTT 有血清胰岛素水平和 C 肽水平分离现象，胰 岛素自身抗体（IAA）阳性；治疗上所有患者

停用外源性胰岛素，结合病情分别给予个体化 治疗，如阿卡波糖、二甲双胍等,低血糖症状改善。 

结论  由于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降糖治疗中存在导致低血糖的副作用，因此糖尿病患者应用外源

性胰岛素后诱发的 IAS 容易被漏诊或误诊，详细询问病史明确低血糖发作情况有助于临床鉴别，同

时 75gOGTT 检查有胰岛素和 C 肽分离现象以及 IAA 的检测对外源性胰岛素诱发的 IAS 诊断至关

重要。 

 
 

PU-1148 

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非酒精脂肪性肝病 

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相关性研究 

 
温馨,周翔海,陈达,程嘉瑜,张付红,李晓磊,孙洁,孔亚坤,纪立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在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探索 NAFLD 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连续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3090 例。排除年龄＜18 岁、合并

妊娠、慢性肝脏疾病史、酗酒(男性≥30 g/day, 女性≥ 20 g/day)、HBVsAg 阳性、HCVAb 阳性、估

算肾小球滤过率＜30 ml/min/1.73m2 及变量缺失者，共 2235 人纳入本研究。收集患者入院时人体

测量学指标、血常规、生化、尿白蛋白肌酐比、眼底照相、眼科会诊、体感诱发电位和腹部彩超结

果。根据患者有无 NAFLD 分为两组，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NAFLD 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之

间的相关性；在合并 NAFLD 者中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评价 NAFLD 纤维化评分(NFS)所得的肝脏

纤维化程度同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 57±14 岁，男性占 52.5%，合并 NAFLD 者占 60.4%。与非 NAFLD 者相比，

NAFLD 者年龄较小(55vs.60 岁,P<0.001)、中位糖尿病病程短(8vs.12 年,P<0.001)，具有更高的

BMI、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血尿酸和空腹 C 肽水平（P 均＜0.001）。合并 NAFLD 组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DR)(18.8% vs. 28.5%,P＜0.001)、糖尿病肾病(DKD)(22.8% vs. 27.9%,P=0.007)、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DN)(66.1%vs.70.4%,P=0.041)患病率低于非 NAFLD 组。在调整性别、年龄、收缩

压、BMI、HbA1c、LDL-c、糖尿病病程后，Logistic 回归模型提示 NAFLD 与 D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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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2,95%CI：0.566-0.925)和 DKD(OR：0.750,95%CI：0.596-0.943)呈负相关关系，与 DN 无

关。按 NFS 结果将 NAFLD 患者肝脏纤维化程度分为轻、中、重度，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在调

整性别、年龄、收缩压、BMI、HbA1c、LDL-c、糖尿病病程后，随着肝脏纤维化程度增加，DR、

DKD 患病风险呈递增趋势，但仅在 DKD 中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  在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中，NAFLD 与 DR、DKD 呈独立负相关关系，与 DN 无关。在 2 型糖

尿病合并 NAFLD 者中，随着肝脏纤维化程度增加，DR、DKD 患病风险呈递增趋势，但仅在 DKD

中有统计学意义。 

 
 

PU-1149 

甘精胰岛素分别联合二甲双胍或西格列汀 

在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临床观察 

 
程子安,张欣欣,陈晓君,应小芳,刘珊珊 

江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甘精胰岛素分别联合二甲双胍或西格列汀在糖化血红蛋白（HbA1c）≥9.0%或空腹血糖

(FPG)≥11.1 mmol/L 新诊断 2 型糖尿病（T2DM）中的疗效、安全性及其对胰岛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HbA1c≥9.0%或 FPG≥11.1mmol/L 新诊断 T2DM 患者 39 例，予以甘精胰岛素分别联合

二甲双胍或西格列汀，观察治疗前后 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甘油三酯（TG）、

HbA1c、空腹 C 肽（FCP）、餐后 C 肽（PCP）、体重指数（BMI）的变化，并记录胃肠道不良

反应、低血糖发生例次等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FPG、2hPG、HbA1c、TG、FCP、PCP 均好转（P＜0.01），体重、体重指

数无显著性改变，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及严重低血糖事件 

结论  对于 HbA1c≥9.0%或 FPG≥11.1mmol/L 新诊断 T2DM 患者予以甘精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或西

格列汀治疗均安全、有效，且胰岛 β 细胞功能同样能得到改善，可作为未能行多次胰岛素强化治疗

的替代选择方案 

 
 

PU-1150 

地西他滨通过促进巨噬细胞 

进一步向 M2 极化增强间充质干细胞的降糖疗效 

 
高杰清 1,程愈 2,尹雅琪 2,薛静 2,母义明 2 

1.北京康复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地西他滨联合间充质干细胞（MSCs)治疗进一步增强 MSCs 对 2 型糖尿病小鼠的降糖作

用，并初步探讨其通过调节巨噬细胞进一步向 M2 极化从而减轻胰岛素抵抗及其相关炎症的作用机

制。 

方法  高脂饲养和小剂量链脲佐菌素诱导建立 2 型糖尿病模型，造模成功后，将小鼠随机分为 2 型

糖尿病组（T2D 组），MSCs 组、地西他滨处理组（DAC 组），地西他滨联合 MSCs 组（M+D

组），另选正常饲料喂养的小鼠作为对照组（NC 组）。每日监测小鼠血糖，并于治疗后 1 周、2

周、4 周行腹腔注射葡萄糖耐量（IPGTT）和胰岛素耐量试验（IPITT）。附睾脂肪组织行 HE 染

色，qRT-PCR 技术检测脂肪组织炎症相关因子以及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的表达情况，免疫荧光技

术检测脂肪组织中巨噬细胞的表型变化.体外实验中，提取小鼠骨髓巨噬细胞，经 LPS 诱导为 M1

型巨噬细胞，分别给予 MSCs、DAC， M+D 处理，qRT-PCR 技术检测巨噬细胞促炎能力的变

化，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巨噬细胞表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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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SCs 注射后小鼠血糖出现下降，1 周时血糖下降至最低点，随后血糖呈逐渐升高趋势，3 周

时完全回复到治疗前高水平。地西他滨联合 MSCs 治疗组的小鼠血糖下降程度较 MSCs 组更明

显，且这一降糖疗效一直持续到治疗后 4 周。IPGTT 及 IPITT 结果显示，与 MSCs 组相比，地西

他滨联合 MSCs 处理组，从 2 周起胰岛素抵抗改善程度更明显（P<0.01），葡萄糖调节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高（P<0.01）。与此同时，M+D 组小鼠脂肪组织相关炎症进一步减轻，脂肪组织中 M1

型巨噬细胞数量进一步减少，M2 巨噬细胞数量进一步增多（P 均<0.01）。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地

西他滨联合 MSCs 处理后，M1 巨噬细胞的促炎能力得到进一步抑制。另外，与 MSCs 组相比，

M+D 组巨噬细胞的 M1 型经典标志 iNOS 表达进一步下调 52.36%（P<0.01）, M2 型经典标志 

Arg-1 的表达进一步上调 20.00%（P<0.01），提示 M1 型巨噬细胞进一步向 M2 型转化。 

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 MSCs 可以进一步减轻脂肪组织的慢性炎症，改善 2 型糖尿病小鼠的胰岛素抵

抗，显著延长并增强 MSCs 的降糖疗效，该疗效可能与调节巨噬细胞进一步向 M2 极化有关。 

 
 

PU-1151 

体重指数与糖化血红蛋白及糖化白蛋白相关性的研究 

 
陈达 1,李玉凤 2,周翔海 1,温馨 1,程嘉渝 1,纪立农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平谷区医院 

 

目的  研究在一定血糖水平下体重指数（BMI）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糖化白蛋白（GA）的

相关性。 

方法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我们在北京平谷地区进行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共调查了 4002

名 26 -76 岁常住居民。排除贫血、血清肌酐＞133umol/L 以及所需变量缺失者，3895 名研究对象

资料纳入本研究。按空腹血糖及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2 小时血糖（2hPG）分层比较 BMI

四分位数分组间 HbA1c 和 GA 的差别；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BMI 与 HbA1c 及 GA 的相关

性。 

结果   按照空腹血糖（FPG）  4≤FPG＜6mmol/L、6≤FPG＜7mmol/L、7≤FPG＜8mmol/L、

FPG≥8mmol/L 分层后，当 4≤FPG＜6mmol/L 和 6≤FPG＜7mmol/L 时，BMI 四分位数分组间的

HbA1c 水平存在差异（P＜0.05），随着 BMI 增高，HbA1c 水平呈递增趋势；当 4≤FPG＜

6mmol/L、6≤FPG＜7mmol/L 和 FPG≥8mmol/L 时，BMI 四分位组间的 GA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1），随着 BMI 增高，GA 水平呈递减趋势。按照 2hPG＜6mmol/L、6≤2hPG＜

8mmol/L、8≤2hPG＜10mmol/L、2hPG≥10mmol/L 分层后，各层中 BMI 四分位分组间的 HbA1c

水平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随着 BMI 增高，HbA1c 水平呈递增趋势；在 2hPG＜

6mmol/L、6≤2hPG＜8mmol/L 和 8≤2hPG＜10mmol/L 时，BMI 四分位分组间的 GA 值存在差异

（P＜0.01），随着 BMI 增高，GA 水平呈递减趋势。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以 HbA1c 为因变

量，调整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收缩压、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计数、红细胞分布宽度

（RDW），并分别调整空腹血糖和 OGTT2 小时血糖，BMI 与 HbA1c 呈正相关（调整空腹血糖的

模型中，β=0.018，P＜0.01；调整 OGTT2 小时血糖的模型中，β=0.018，P＜0.01）；以 GA 为

因变量，调整上述变量后，BMI 与 GA 呈负相关（调整空腹血糖的模型中 β=-0.094，P＜0.01；调

整 OGTT2 小时血糖的模型中，β=-0.081，P＜0.01）。 

结论  在一定空腹血糖或 OGTT2 小时血糖水平时，BMI 独立于血糖与 HbA1c 正相关，与 GA 负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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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2 

阿托伐他汀抑制“MALAT1/NF-κB/炎症反应” 

减缓高糖诱导 HUVEC 细胞炎症损伤的作用 

 
欧春麟,何笑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阿托伐他汀对高糖诱导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长链非编码 RNAs(LncRNAs)分

子 MALAT1 及炎症节点分子 NF-κB 诱导的相关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首先，检测高浓度葡萄糖(30mM D-GS)刺激 HUVECs 不同时间后（6h、12h、24h 和 48h）

LncRNA-MALAT1、炎症节点分子 NF-κB 及其下游炎症因子 IL-6 和 IL-8 的表达情况；然后，建立

高糖刺激的 HUVECs 细胞模型，利用 siRNA 技术沉默细胞中 MALAT1 的表达，检测炎症节点分子

NF-κB 及相应炎症因子 IL-6 和 IL-8 的表达变化；最后，检测不同浓度的阿托伐他汀（1、2.5、5、

10μM）对高糖刺激的 HUVECs 细胞中 MALAT1、炎症节点分子 NF-κB 及其下游的炎症因子 IL-6

和 IL-8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高糖刺激 HUVECs 不同时间点，MALAT1 的表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高（P <0.05），

并且在刺激 12h 时 MALAT1 升高最为显著（P <0.001），同时高糖刺激 HUVECs 12h 后炎症节点

分子 NF-κB 及其下游炎症因子 IL-6 和 IL-8 的表达水平也明显升高（P <0.01）；2）相对于 siNC

组，高糖刺激 HUVECs 12h 后 siRNA 沉默 MALAT1 表达可明显抑制 MALAT1、炎症节点分子 NF-

κB 及其下游炎症因子 IL-6 和 IL-8 的表达（P <0.01）；3）高糖联合阿托伐他汀组相较于高糖组

MALAT1、炎症节点分子 NF-κB 及其炎症因子 IL-6 和 IL-8 的表达水平受到了明显抑制(P <0.01)。 

结论  高糖可通过 LncRNA-MALAT1/NF-κB 轴介导内皮细胞的炎症因子分泌，而阿托伐他汀可明显

抑制“高糖-MALAT1-NF-κB”调控轴引起的炎症反应，为糖尿病肾病炎症反应的治疗提供潜在靶点。 

 
 

PU-1153 

“+互联网”健康教育模式在出院患者后续治疗用中的应用 

 
秦子雯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互联网”健康教育模式对于出院患者后续治疗及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的改善情况。 

方法  选择 80 例出院后仍需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

定期常规门诊随诊，试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电话结合网络的“+互联网”式健康教育。对比在出院后 3

个月 2 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达标情况、药物使用的掌握情况。 

结果  出院时，掌握 2 组患者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药物使用情况。在出院后 3 个月，试

验组空腹血糖达标率高于对照组，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患者健康教育知识掌握

高于对照组。在出院后 3 个月，试验组的高血糖发生率、低血糖发生率、漏注射胰岛素率、注射部

位皮肤感染或硬结等的人数均少于对照组。 

结论  “+互联网”健康教育模式可使出院后的患者血糖得到良好的控制，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药物治

疗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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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4 

1 型糖尿病合并原发性闭经 1 例 

 
王渊,郑宏庭,童强,徐静,王慧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 1 型糖尿病合并原发性闭经的诊断及临床体会，提高大家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一例 1 型糖尿病合并原发性闭经的诊治，结合文献讨论其原因、临床表

现和诊治方法。 

结果  依据患者临床特点：（1）女性 17 岁，因“口干、多饮、多尿 5 年，双足麻木疼痛 2 月”就

诊。患者 5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口干、多饮、多尿、消瘦症状，渐加重，当地医院诊断为“糖尿

病”，给予胰岛素治疗，自诉血糖控制尚可，2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足麻木疼痛不适。月经未来，

服用雌孕激素后可出现规律月经（病程中治疗半年，现停药 2 月），家族中无糖尿病病史。（2）

查体：生命体征平稳，BMI 17.78Kg/m2，神清，精神差，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心肺及腹部未查及

明显异常。双下肢无水肿，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无异常。外生殖器幼稚，无阴毛。（3）辅助检查：

尿常规 尿糖 3+，酮体 3+；血气分析：pH 7.26、HCO3- 7.60mmol/L；糖化血红蛋白 8.0%；胰岛

素生长因子 -1 117.00ng/ml、血清生长激素  2.87ug/L；性激素：睾酮  0.56nmol/L、催乳素 

11.27ng/ml、雌二醇 19.00pg/ml、促卵泡刺激素 1.76mIU/ml、促黄体生成素 0.36mIU/ml、硫酸脱

氢表雄酮 83.60ug/d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29.87ng/L；皮质醇 552.5nmol/L（08:00）、皮质醇 

299.5nmol/L（16:00）、皮质醇 457.0nmol/L（00:00）；C 肽释放试验：C 肽 0.07ng/ml、C 肽 30

分钟 0.11ng/ml、C 肽 60 分钟 0.15ng/ml、C 肽 120 分钟 0.19ng/ml、C 肽 180 分钟 0.35ng/ml；

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午夜 1mg 法）不能被抑制；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三日法）能够

被抑制。GnRH 兴奋试验能够被兴奋；生长激素激发试验提示不能被激发。子宫附件及腹部彩超、

胸部平片、骨龄未见异常。鞍区 MRI 未见异常。给予补液，生理盐水+小剂量胰岛素纠正酮症酸中

毒后，给予胰岛素泵（基础量 20U，诺和锐特充 5U/早中晚）治疗。患者使用后血糖控制可，未再

出现酮症酸中毒。 

结论  该患者明确诊断为 1 型糖尿病，同时合并原发性闭经，考虑为下丘脑性闭经。此类患者应早

识别、早诊断，积极控制血糖、合理饮食，同时完善内分泌激素检查，避免误诊、漏诊。 

 
 

PU-1155 

形似糖尿病胃轻瘫的线粒体糖尿病新表型 

 
段姗姗,肖钧芳,倪银星,段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线粒体糖尿病临床表现多样，诊断难度大，回顾以“腹痛、呕吐”为主要表现的线粒体糖尿病

诊疗过程，为该疾病鉴别诊断提供思路借鉴 

方法  入院后详细询问病史及完善检查，多学科会诊后基因检测 

结果  43 岁女性，因“口干、多饮 4 年，反复腹痛、呕吐 10 月，加重 20 天”入院，院外诊断：2 型

糖尿病、糖尿病胃轻瘫。身材矮小，BMI 14.9kg/m²，腹部查体阴性，肌肉萎缩，腱反射消失，病

理征阴性。血气提示代碱，低钠、低钾，血乳酸高，PTH 低，自身抗体谱、甲功、肝肾功未见异

常，尿微量白蛋白升高，混合餐 C 肽释放呈低平曲线，GAD、IAA、ICA 阴性；全腹部 CT+CTA

未见明显异常，胃肠镜：1.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2.慢性结肠炎，头颅 CT 及 MRI+DWI：双侧基底节

区及丘脑区钙化灶，眼科：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肌电图：双侧上下肢运动及感觉神经轻-

中度受损，四肢植物神经功能损害，针刺肌电图：慢性神经源性损害，动态脑电图未见明确异常，

纯音听力：轻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动态血糖监测提示血糖波动大。患者消瘦、高乳酸、耳聋、胰岛

功能差，多学科会诊考虑疑似线粒体糖尿病，基因测序：线粒体基因 TRNL1，tRNA,3243A>G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42 

 

结论  线粒体糖尿病临床表现多样，易漏诊及误诊。本例以“腹痛、呕吐”为突出表现，可能为线粒

体糖尿病新临床表型。对消瘦，合并乳酸增高、听力减退又以“腹痛、呕吐”为突出表现，诊断“2 型

糖尿病、糖尿病胃轻瘫”治疗效果欠佳的患者需警惕线粒体糖尿病可能。疑诊病例应尽早基因测序

辅助诊断。确诊病例早期启用胰岛素，多机制药物联合，有望一定程度改善预后 

 
 

PU-1156 

绝经后 2 型糖尿病患者钙调激素、骨转换标志物 

与骨密度的相关性分析 

 
杨霞 1,张超 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绝经后老年女性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钙调激素如甲状旁腺激素(PTH)、25-羟基维

生素 D(25OHD)、骨转换标志物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研究，共纳入绝经后老年女性 T2DM 患者 100 例，通过双能 X 线测定的

骨密度值将其分为骨量正常组 24 例、低骨量组 40 例和骨质疏松组 36 例；收集 3 组患者的年龄、

体重指数（BMI）、糖尿病病程，分别测定空腹血糖(FBG)、HbA1c 、血钙、血磷、血清碱性磷酸

酶(ALP)、血清 PTH、25OHD、骨钙素 N 端中分子片段(N-MID)、总Ⅰ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T-

P1NP)水平，分析各组糖代谢指标、25OHD、PTH 及骨转换标志物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结果  比较各组患者的年龄、FBG、血钙、血磷、ALP、25OHD 的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 05)；比较 3 组患者的体重指数(BMI)、病程、HbA1c、PTH 及骨转换标志物水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低骨量组、骨质疏松组的 T-P1NP 和 N-MID 的水平低于骨量正常组，

HbA1c、PTH 的水平高于骨量正常组(P ＜0.05)；相关性分析提示 25OHD、T-P1NP、N-MID 的水

平与腰椎、全髋、股骨颈的骨密度呈正相关(P＜0.05)，HbA1c、PTH 与各部位骨密度呈负相关(P

＜0.05)；本研究收集的 100 例绝经后 T2DM 患者中，维生素 D 缺乏者占 67％、不足者 21％、充

足者仅占 12％；T2DM 患者的 25OHD 与 PTH、HbA1c 均呈负相关(P ＜0.05)。 

结论  绝经后老年 T2DM 患者的骨密度均与 25OHD、PTH、HbA1c 及骨代谢指标存在相关性，且

糖尿病患者中普遍存在维生素 D 缺乏，容易出现继发性甲旁亢，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甚至脆性骨折的

发生风险。老年 T2DM 患者应定期监测 HbA1C、25OHD、PTH 和骨转换标志物，积极控制血

糖、纠正维生素 D 缺乏，对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进行防治。 

 
 

PU-1157 

阿托伐他汀对高糖环境下内皮细胞保护作用机制的研究 

 
何笑云 2,1,欧春麟 3,周素娴 1 

1.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 

3.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病理科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阿托伐他汀(Atorvastatin)对高糖诱导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中

TLR4/NF-κB 信号通路激活所介导的炎症反应的作用。 

方法  1）qRT-PCR 法检测不同浓度梯度葡萄糖刺激 HUVECs 不同时间后 TLR4 和 NF-κB mRNA

的表达水平，筛选出最适合的葡萄糖作用浓度和时间；2）qRT-PCR 法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高糖

(30mM D-GS)刺激 HUVECs 12h 后检测各组细胞的 TLR4、NF-κB 的表达水平，以及相关炎症因

子 IL-6、IL-8、TNFα、NO 的表达；3）MTT 毒性试验检测不同浓度阿托伐他汀处理 24h 后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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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率，并结合细胞形态筛选出最适药物浓度的范围；然后，通过 qRT-PCR 法检测各组 TLR4 和

NF-κB 的表达水平，筛选出最佳的药物浓度；4）将实验细胞分为对照组（5.5mM D-GS）、AT 组

（5.5mM D-GS+5μM Atorvastatin）、高糖组（30mM D-GS）和高糖联合阿托伐他汀组（30mM 

D-GS+5μM Atorvastatin），检测各组细胞的 TLR4、MyD88 和 NF-κB 的表达水平，以及相关炎症

因子 IL-6、IL-8、TNFα、NO 的表达。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高糖组刺激 HUVECs 12h 后 TLR4 和 NF-κB mRNA 表达水平升高最为明

显（p<0.05）；2），高糖组中 TLR4、MyD88、NF-κB 及炎症相关因子（IL-6、IL-8、TNFα、

NO）的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均显著升高（p<0.05）；3）MTT 实验检测结果显示阿托伐他汀的

IC50为 10.3μM，且浓度小于 10μM 时对细胞形态的影响最小；与高糖组相比，TLR4 和 NF-κB 的

表达水平抑制呈阿托伐他汀浓度依赖，其中以 5μM Atorvastatin 组最为明显（p<0.01）；4）相比

较于对照组，高糖组中 TLR4、MyD88、NF-κB 及炎症相关因子（IL-6、IL-8、TNFα、NO）的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均显著升高（p<0.05），而高糖联合阿托伐他汀组可逆转高糖组诱导的上

述因子的表达（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证实高糖可刺激 HUVECs TLR4/NF-κB 信号通路激活，促进炎症细胞因子的释

放，促进糖尿病血管炎症反应的产生；而阿托伐他汀可通过调控 TLR4/NF-κB 通路保护内皮细胞，

为糖尿病血管病变的治疗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PU-1158 

细胞自噬与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相关性研究 

 
杨雯雯,张丽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和

（或）作用缺陷引起。2014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报道全球有 3.87 亿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病

率逐年上升，以亚洲和北美尤甚。预计到 2035 年，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将上升至 6 亿。糖尿病可

累及全身各重要器官，其病死率逐年增加，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糖尿病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

的复合病因引起的临床综合征，但目前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细胞自噬是真核细胞内高

度保守的周转过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阐述了细胞自噬参与了糖尿病的发生与发展。本文研究

旨在通过动物实验分析细胞自噬与糖尿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机制。 

方法  将 6 只 SPF 级雄性 SD 大鼠（6w，体重 200g）适应性喂养 3d，随机分成正常组和模型组。

正常组喂以常规饲料，模型组给予高糖高脂饲料，喂养 4 周；4 周后隔夜空腹给予模型组腹腔注射

STZ 30mg/kg（溶于 0.1mol/L 枸橼酸盐缓冲液，PH4.4）2 次，间隔 1 周。正常组注射相应体积的

生理盐水。STZ 注射 4 周后大鼠禁食，剪尾取血，测量空腹血糖，数值大于 7.8mmol/L 为糖尿病

诊断标准。模型构建成功后处死正常组和模型组，取胰腺组织进行蛋白表达水平检测和免疫组化检

测。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胰腺组织 LC3、Atg7 和 Beclin-1 蛋白表达量增加；LC3 蛋白是自噬存

在的标志，表明模型组胰腺组织自噬功能增加；模型组 P62 蛋白表达水平比正常组明显降低；

Actin 蛋白表达水平两组间未见明显差异。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中 LC3 和 Beclin-1 蛋白表达量均

增加。 

结论  糖尿病的发生可能是胰腺 β 细胞损伤的结果，过度的自噬导致胰腺 β 细胞死亡，胰腺分泌胰

岛素减少，导致了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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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9 

达格列净治疗初发老年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临床观察 

 
李永航 

大连中心医院 

 

目的  达格列净治疗初发老年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观察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门诊 60 岁以上的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48 名，其中男性 26 名，女性 22 名，平均糖尿病病

史 1.2 年，体重 BMI:26.4kg/m2,空腹血糖 9.8mmo/l,糖化血红蛋白 8.6，排出有泌尿系结石、感染

或者肾功不全患者。口服达格列净早上一粒口服。观察一个月，两个月及三个月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血脂、血压和体重变化，进行统计学分析注意泌尿系感染情况。 

结果  一个月第二月和第三月血糖分别下降 2.4,2.8 和 3.0mmol/l,糖化血红蛋白下降 0.5，1.0 和

1.6，体重下降 2.2kg,3.1kg 和 3.6kg,治疗前后有统计学差异。血压和血脂下降不明显无统计学差

异。均低血糖和无泌尿系感染发生 

结论  达格列净对于老年 2 型糖尿病肥胖患者治疗是有效的，可以控制好血糖体重，无低血糖和尿

路感染发生 

 
 

PU-1160 

以“腹痛、呕吐”为新表型的线粒体糖尿病 

 
段姗姗,肖钧芳,倪银星,段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线粒体糖尿病临床表现多样，诊断难度大，回顾以“腹痛、呕吐”为主要表现的线粒体糖尿病

诊疗过程，为该疾病鉴别诊断提供思路借鉴。 

方法  入院后详细询问病史及完善检查，多学科会诊后基因检测 

结果  43 岁女性，因“口干、多饮 4 年，反复腹痛、呕吐 10 月，加重 20 天”入院，院外诊断：2 型

糖尿病、糖尿病胃轻瘫。身材矮小，BMI 14.9kg/m²，腹部查体阴性，肌肉萎缩，腱反射消失，病

理征阴性。血气提示代碱，低钠、低钾，血乳酸高，PTH 低，自身抗体谱、甲功、肝肾功未见异

常，尿微量白蛋白升高，混合餐 C 肽释放呈低平曲线，GAD、IAA、ICA 阴性；全腹部 CT+CTA

未见明显异常，胃肠镜：1.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2.慢性结肠炎，头颅 CT 及 MRI+DWI：双侧基底节

区及丘脑区钙化灶，眼科：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肌电图：双侧上下肢运动及感觉神经轻-

中度受损，四肢植物神经功能损害，针刺肌电图：慢性神经源性损害，动态脑电图未见明确异常，

纯音听力：轻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动态血糖监测提示血糖波动大。患者消瘦、高乳酸、耳聋、胰岛

功能差，多学科会诊考虑疑似线粒体糖尿病，基因测序：线粒体基因 TRNL1，tRNA,3243A>G 

结论  线粒体糖尿病临床表现多样，易漏诊及误诊。本例以“腹痛、呕吐”为突出表现，可能为线粒

体糖尿病新临床表型。对消瘦，合并乳酸增高、听力减退又以“腹痛、呕吐”为突出表现，诊断“2 型

糖尿病、糖尿病胃轻瘫”治疗效果欠佳的患者需警惕线粒体糖尿病可能。疑诊病例应尽早基因测序

辅助诊断。确诊病例早期启用胰岛素，多机制药物联合，有望一定程度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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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1 

一例复杂多尿的鉴别及诊治体会 

 
陈爱荣,王春亮,刘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少见病例报道，增加对多尿的鉴别诊断，提示临床关注除 2 型糖尿病 (T2DM)之外的其

他疾病。 

方法  通过回顾总结病例，追踪检查化验，介绍临床经验。 

结果  患者女，32 岁，体型肥胖（BMI 30.1kg/m2），2018 年 1 月外院行 OGTT：FBG7.2 

mmol/L，2h PBG12.7 mmol/L，HbA1C 6.6%，确诊 T2DM，后来我院门诊给予阿卡波糖治疗，血

糖达标，后非计划怀孕(孕 3 产 2 存 1)，患者既往第 2 胎顺产 6 天后新生儿因感染夭折，要求继续

妊娠，停口服药，胰岛素降糖，血糖达标。4 月复诊时诉喜饮水、多尿，追问 1 年前至今妊娠（2

胎）时烦渴、多尿、多饮，尿量 8-10L/日，饮水 8-10L/日，夜间喜饮水 8-10 次，常渴醒，门诊查

尿比重（U-SG）小于 1.005。遂入院进一步诊治。多次 U-SG<1.000-1.003，血 Na 140.0 

mmol/L，K3.58 mmol/L，血浆渗透压 294.92mmol/L。因 ADH 不能检测，禁水不足 3h 不能耐

受，期间尿量、尿比重无改变。垂体 MR:垂体形态略饱满，信号未见异常，拟诊特发性尿崩症，给

予弥凝（100ug po bid）诊断性治疗，多尿好转，同时多次尿常规 U-WBC(2+) ，患者无尿频，尿

痛，后尿培养：无乳链球菌（+）。根据药敏结果抗感染（青霉素皮试阳性）,5 天后烦渴好转，尿

量减少，1 月后饮水量 3000ml 左右，尿量减至 2500-3000ml/日。 

结论  临床上引起口干、多尿的常见疾病为糖尿病，此病例糖尿病合并尿崩症，临床上并不多见，

因疾病症状重合，外院漏诊。虽然确诊糖尿病，血糖控制良好，多尿、多饮不缓解，多次就诊未注

意低比重尿，后确诊后给予弥凝治疗有效。同时无症状菌尿及既往不良孕产史均得到关注，无乳链

球菌（GBS）是条件致病菌，常寄生于女性生殖道，10-30%的孕妇有感染，40-70%在分娩过程中

传递给新生儿，是新生儿和孕妇围生期感染的主要病原，GBS 感染可造成胎儿感染，流产、早

产、胎膜早盘、新生儿败血症、肺炎、脑膜炎，甚至死亡等不良妊娠结局。该患者既往不良孕产史

不除外无乳链球菌感染的原因，下一步监测 GBS 感染状况，做阴道分泌物培养，规范治疗，对保

证母婴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PU-1162 

应用 CGMS 观察达格列净联合二甲双胍片 

在治疗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波动 

 
靳瑾,罗荔,王敏哲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达格列净（商品名：安达唐）联合二甲双胍片治疗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波动情况。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2017 年 12 月我院住院治疗的 100 例符合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诊断标准的

T2DM 患者，病程≤5 年，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 72 例。2 组患者均进行糖尿病健康教育，糖尿病饮

食和适量锻炼；随机分为 2 组，最终 72 例患者符合纳排标准并同意参加临床试验，观察组、对照

组各 36 例。2 组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使用使用二甲双

胍片（500mg，每日三次，口服）联合阿卡波糖片（50-100mg，每日 3 次，餐食嚼服），观察组

使用二甲双胍片（500mg，每日三次，口服）的基础上联合达格列净片（5mg，每日 1 次），观察

期间药物调整及血糖达标均参照《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观察期 3 个月。 

结果  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 经 12 周的随访，对照组失访 1 例，退出 2 例（原因：不能耐受胃肠

道不适 1 例，不能坚持多次服药 1 例）；治疗组失访 1 例，退出 1 例（换用其他口服药物）；其余

67 例患者行 CGMS 检查，期间 6 例患者感敷贴处局部瘙痒（可耐受，局部无皮疹），不影响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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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穿刺部位无感染及炎症反应，2 例患者信号异常 CGMS 检测失败，3 例患者因 CGMS 费用

原因拒绝检测，共 62 例患者顺利完成 CGMS 检查。对照组治疗后的 FPG（7.12±0.92）mmol/l、

2hPG（8.95±1.50）mmol/l、HbA1c（6.94±0.65）%，观察组治疗后的 FPG（6.40±0.87）

mmol/l、2hPG（8.30±1.10）mmol/l、HbA1C（6.77±0.63）%均下降，较治疗前 FPG、2hPG、

HbA1c 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 CGMS 检查指标情况比较，观察组平均空腹血糖值

(6.40±0.87)mmol/l、高血糖时间比(> 11.1mmol/L)（11.77±1.10）、高血糖时间比(>7.8mmol/L)

（31.87±6.46）、血糖波动系数（1.12±0.22）有低于对照组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超重的 T2DM 患者应用达格列净片降糖平稳，治疗有效。 

 
 

PU-1163 

血脂与尿微量白蛋白比肌酐比的相关性研究 

 
王宇霞 

1.解放军总医院 

2.南开大学 

 

目的  血脂异常与蛋白尿共同参与了慢性肾脏病（CKD）的发生发展，并且与心血管疾病（CVD）

的死亡率息息相关。目前相关性研究大多集中在糖尿病人群中，尚缺乏普通人群大样本的研究数

据。本研究拟探讨在中国普通人群中，血脂与尿微量白蛋白比肌酐比（UACR）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1 年 Reaction 研究 8 个中心（泸州、广西、兰州、郑州、广州、上海、大

连、武汉）共计 53639 患者进行横断面研究。基线调查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身高、体重、

血压、腰围等），留取晨尿样本检测 UACR 值，并测血清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

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计算得出非高密度脂蛋白（N-HDL）。研究还测得空

腹及 OGTT 2 小时血糖，空腹胰岛素，肝功酶学谱等相关指标。分别将各中心 UACR 值用四分位

法分为 25%以下、25%-50%、50%-75%、75%以上四个等级进行比较。TG,TC,HDL,LDL,N-HDL

分别按合适，边缘升高，升高分成三组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项指标基线值。

采用有序回归方程分析血脂与 UACR 的相关性。亚组分析不同性别组，二者相关性差别。 

结果  删除缺失及不合理个案，最终纳入研究 36352 人。其中男性 11954（32.9%）人，女性

24398（67.1%）人，平均年龄 57.9±0.39。基线水平可以看出血脂指标中 TG,TC,LDL,N-HDL 随

着 UACR 的四分位数的增加而增加，差值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回归分析中，校正

Cr,ALT,AST,GGT,HbA1c,SBP,BMI,年龄，吸烟饮酒史，心梗病史，脑中风病史，冠心病病史等相

关混杂因素后，总人群各个血脂中仅 TG 与 UACR 具有相关性（P<0.001，OR:1.16,95%CI:0.091-

0.210）；不同性别亚组分析时，在男性人群中，TG、HDL 与 UACR 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

(TG:P=0.037,OR:1.14,95%CI:0.007-0.210;HDL:P=0.003,OR=1.14,95%CI:O.045-0.216).女性人群

中 ， TG 、 TC 与 UACR 表 现 出 较 高 的 相 关 性 。 (TG:P=0.002, OR:1.11,95%CI:0.041-

0.191;TC:P=0.001, OR:1.12,95%CI:-O.353-0.084) 。 

结论  在中国普通人群中，TG 与 UACR 相关性最强。 

 
 

PU-1164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与睡眠呼吸暂停的相关性 

 
姜菲,魏翠英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性糖尿病及相关慢性并发症与睡眠呼吸暂停(OSAS)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通过便携式睡眠呼吸检测仪器诊断为 OSAS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为病例组，同

时选取未诊断为 OSAS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为对照组，两组性别、年龄、BMI、糖尿病病程、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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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相匹配，比较两组患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周围血

管病变等慢性并发症及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的发生情况及血脂、糖化血红蛋白、甲状腺功能等

化验指标。 

结果  OSAS 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

年龄、高血压病程高于无糖尿病并发症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肾病患者冠心

病、脑梗死的发生率高于无糖尿病肾病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糖尿病患者中，合并 OSAS 的糖尿病患者平均血糖水平控制较差，糖尿病患者应控制血糖

水平，减少 OSAS、糖尿病并发症及冠心病、脑梗死的发生 

 
 

PU-1165 

糖尿病合并不同血压患者中脉搏波传导速度（PWV） 

与血糖控制及糖尿病病程的关系 

 
陈宇红,黄韵,毕宇芳,顾卫琼,宁光,徐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在伴有或不伴有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中 PWV 与糖代谢控制状况及糖尿病病程的关系。 

方法  研究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门诊就诊的 1000 例糖尿病患

者，包括 438 例正常血压者和 562 例伴有高血压的患者。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采用全

自动动脉硬化诊断装置 BP203RPE-II(VP-1000)，仪器自动计算右侧上肢与双下肢踝部的脉搏波传

导时间，并根据受检者身高自动推算踝肱距离，计算得到 BaPWV。 

结果   与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相比 , 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的 ba-PWV 显著升高 

(1779±341 vs. 1691±342 cm/s, p<0.0001) 。在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中, ba-PWV 与 HbA1c, 糖

尿病病程均显著正相关 (HbA1c< 6.5% 和 HbA1c > 7.0%的患者的 ba-PWV 值分别为 1715±314 vs. 

1851±335 cm/s, P<0.0001; 在糖尿病病程< 5 年, 5-10 年和 >10 年的患者中, ba-PWV 值分别为

1671±342 vs. 1791±313 vs. 1861±338 cm/s, P 均 <0.05 )。在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中，ba-

PWV 并不显著相关 (P=0.47), 但仍和糖尿病病程显著正相关 (在糖尿病病程< 5 年和 >10 年的患者

中, ba-PWV 值分别为 1503±272 vs. 1692±354 cm/s, P=0.0013)。 

结论  Ba-PWV 在伴有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较非高血压患者高，提示我们高血压对于血管壁硬化的

独立影响作用。在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中，ba-PWV 和糖化血红蛋白以及糖尿病病程均显著正

相关，提示在糖尿病患者中，早期的血糖控制对于预防血管壁硬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PU-1166 

低度蛋白尿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中内膜厚度的相关性研究 

 
黄韵,陈宇红,毕宇芳,徐敏,宁光,徐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低度蛋白尿与颈动脉中内膜厚度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门诊就诊的尿蛋白肌酐比 

(UACR)<30mg/g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760 名。所有患者进行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空腹胰岛素、血

肌酐、尿肌酐、尿蛋白和颈动脉中内膜厚度（CIMT）等检测。颈动脉中内膜厚度以上 1/4 位点为

增厚切点。 

结果  BMI、血压、HbA1c、甘油三酯和 CIMT 随 UACR 的增加而升高。位于 UACR 上 1/4 位点患

者与下 1/4 位点患者相比，CIMT 显著升高 (0.89mm [95%CI 0.85-0.93] vs. 0.79mm [95% CI 0.75-

0.82], P<0.05)，CIMT 增厚的患病率亦随着 UACR 的升高而显著增加（P<0.0001）。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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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回归显示，当 UACR 大于 1/4 位点时, 发生 CIMT 增厚的危险性显著增高 (OR: 2.72 [95% 

CI 1.51-4.88])。 

结论  在糖尿病病人中即使当 UACR<30mg/g 时，颈动脉中内膜厚度以及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已明

显升高。所以，若仍以 UACR30mg/g 作为切点来评价和预测糖尿病病人的心血管危险已太过保

守。 

 
 

PU-1167 

低氧状态下脂肪组织局部炎症反应的发生机制研究 

 
金丽娜,张志国,石国军,宁光,杨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利用诱导分化成熟的脂肪细胞系 3T3-L1，研究肥胖及 2 型糖尿病状态下脂肪组织局部低氧与

低度炎症反应的关系。 

方法  利用经典的 0.5mM 异丁基-甲基-黄嘌呤、1mM 地塞米松和 10mg/ml 胰岛素的高糖 DMEM 完

全培养液培养，将 3T3-L1 前脂肪细胞诱导分化成成熟的脂肪细胞，然后加入化学模拟物氯化钴体

外模拟低氧状态，Real Time-PCR、ELISA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低氧诱导因子 HIF-1α、低氧

标志因子、炎症因子及趋化因子表达变化以及相关信号通路变化。 

结果  用低氧化学模拟物氯化钴处理脂肪细胞在 mRNA 水平及蛋白水平均可检测到低氧诱导因子

HIF-1α 的表达上调；且其它与低氧相关标志因子的表达，如：GLUT1、Grp78、GAPDH 亦增加，

说明化学模拟物氯化钴模拟低氧模型构建成功。此外氯化钴作用脂肪细胞后，炎症因子如 cox2、

IL6 以及与巨噬细胞浸润相关因子 MCP-1、MIF 的表达也有所上调。Western-blot 检测内质网应激

信号通路和炎症反应相关信号通路均被激活。 

结论  用化学模拟物氯化钴作用成熟的脂肪细胞 3T3-L1 可在体外模拟脂肪细胞的低氧状态，诱导

HIF-1α 及其它低氧标志因子表达增加，并激活内质网应激和炎症反应信号通路，上调与巨噬细胞

浸润相关因子以及炎症因子的表达。由此说明脂肪组织局部低氧与巨噬细胞向脂肪组织浸润之间存

在着密切联系，可能是肥胖与 2 型糖尿病中低度炎症反应发生的重要线索。 

 
 

PU-1168 

穿心莲内酯促进脂肪细胞糖摄取 

并抑制 TNFa 诱导的脂肪细胞的炎症反应 

 
石国军,金丽娜,张志国,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研究穿心莲内酯在基础条件及胰岛素抵抗条件下对脂肪细胞糖摄取的影响，以及对 TNFα 引

起的脂肪细胞的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为进一步在糖尿病动物模型上研究穿心莲内酯的效果，开发

穿心莲内酯的新用途，以及开发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新药物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1，培养 3T3-L1 前脂肪细胞，并按文献报道方法诱导其分化成为脂肪细胞，检测穿心莲内酯

在不同浓度及处理不同的时间检测其对脂肪细胞糖摄取的影响；2，用 TNFα 诱导脂肪细胞发生胰

岛素抵抗，再做上述糖摄取的检测；3，用穿心莲内酯预处理之后，再用 TNFα 处理脂肪细胞，定

量 PCR 检测脂肪细胞炎症因子及糖摄取相关蛋白和未用穿心莲内酯处理组，mRNA 表达水平的变

化；4，ELISA 检测方法 3 中脂肪细胞培养上清，检测主要炎症因子的蛋白水平的变化；5，

Western blot 检测方法 3 中胰岛素信号通路分子磷酸化水平的变化。 

结果  1，穿心莲内酯可以明显促进分化的 3T3-L1 脂肪细胞的基础水平糖摄取，且呈剂量和时间依

赖性；2，穿心莲内酯处理 TNFα 诱导的 3T3-L1 脂肪细胞，可以明显改善其胰岛素抵抗；3，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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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内酯可以明显促进 3T3-L1 脂肪细胞 Glut1 mRNA 水平的表达；4，穿心莲内酯可以明显抑制

3T3-L1 脂肪细胞中，Insulin 通路负调控因子 PTP1B 和 SOCS3 mRNA 水平的表达；5，穿心莲内

酯可以明显促进 TNFα 诱导的 3T3-L1 脂肪细胞中，Insulin 存在下 Akt 的磷酸化；6，穿心莲内酯

可以明显抑制 TNFα 处理的 3T3-L1 脂肪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 

结论  穿心莲内酯能够显著增加脂肪细胞基础状态及胰岛素抵抗状态下的糖摄取，改善 TNFα 引起

的胰岛素抵抗，并抑制 TNFα 引起的脂肪细胞的炎症反应。 

 
 

PU-1169 

2 型糖尿病中肾小球滤过率与踝臂指数的关系 

 
谭姣容,陈宇红,毕宇芳,徐敏,徐瑜,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在 2 型糖尿病中慢性肾脏疾病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增加是相关的，但是其与踝臂指数的关

系还不是很清楚。本实验的目的是研究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在有和无蛋白尿的情况下肾小球滤过率

减低的发病率，及其与踝臂指数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在上海瑞金医院门诊招募了 984 名年龄 59.0 +/- 8.4 岁的 2 型糖尿病病人。所有病人都

做了心血管危险因素和踝臂指数的检测。慢性肾病是根据 MDRD 研究公式得出的肾小球滤过率值

来评估的。 

结果  GFR 减低在在有蛋白尿和无蛋白尿的情况下分别是 23.2%和 16.9％。在校正年龄和性别后

GFR 与 ABI 呈显著相关性（r=-0.138,p<0.000）。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以 ABI 作为目的变量，

校正相关因素后，GFR(beta,-0.144; p<0.000) 、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是 ABI 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当中，GFR 与 ABI 是相关联的，肾小球滤过率减低是外周动脉疾病的重要

的危险因素。 

 
 

PU-1170 

新形势下中国糖尿病的预防与控制 

 
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糖尿病在我国呈流行趋势。经济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肥胖、老龄化因素等成为其

主要原因。 

方法  为应对新形势,我们需建立全国范围的国家协同网络,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在大型前瞻队列基

础上,采用新型数据采集系统、组学技术,开发新型、敏感、可靠的糖尿病危险因素和早期识别指标,

进行疾病分子分型及功能注释,深入了解并更新疾病的发病机制;基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结合医疗

大数据、科研知识库等。 

结果  构建新型适合国人的糖尿病早期预警模型及体系、机器辅助诊疗系统;开展临床转化研究。 

结论  从而制定适合各级医疗机构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临床路径,并在全国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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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1 

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临床效果评价 

 
陈辉 

天津市 南开区三潭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入组患者和非入组患者的体质指数（BMI）、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同型半胱氨酸（HCY）、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 β2 微球蛋

白、尿微量白蛋白、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C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临床指标及其临

床指标达标率，从临床疗效的角度评价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工作的临床效果，并对未来的糖

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工作提出建议。 

方法  随机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参加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

目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01 例作为观察组，随机选取同时期在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就诊的未参加

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及达标

率。 

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工作的临床效果，并对未来的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工作提出建议。 

结果  1.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糖尿病病史、并发症数量、身高、体重、BMI 等一般

资料的比较统计学无显著性差异（P>0.05）。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在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ACR、eGFR 等临床指标的比较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观察组比对照组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的临床指标低，ACR、eGFR 的临床指标高。HCY、LDL-C、尿 β2 微球蛋白、

尿微量白蛋白等临床指标的比较统计学无显著性差异（P>0.05）。3.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者的空

腹血糖的达标率、糖化血红蛋白的达标率、 LDL-C 的达标率比较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

（P<0.05），观察组比对照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LDL-C 的临床指标控制的更好，但达标

率不高，分别为空腹血糖的达标率 47.52%、糖化血红蛋白的达标率 35.64%、LDL-C 的达标率

24.7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BMI 的达标率、HCY 的达标率、尿 β2 微球蛋白的达标率、尿微

量白蛋白的达标率、ACR 的达标率、eGFR 的达标率的比较统计学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的糖尿病管理模式在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及其达标率方面临床效果明显，在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肾脏的慢性并发症和控制心脑血管的危险

因素方面临床效果不明显。 

 
 

PU-1172 

胰岛素抵抗对新发 2 型糖尿病患者降糖疗效的影响 

 
谢雪琼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目的   探讨新诊断 2 型糖尿病人群中，胰岛素抵抗患者（HOMA-IR）与非胰岛素抵抗患者

（nHOMA-IR）治疗后血糖达标组与不达标组各项指标较基线及组间差异，探讨哪些指标对血糖达

标具有预测作用。 

方法  选择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7 月，全国 11 个地区的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 630 人

（MARCH 研究），随机给予阿卡波糖或二甲双胍单药口服治疗 24W，若血糖控制不达标可在之后

的 24 周联合胰岛素促泌剂至 48W。以入组时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分为胰岛素抵抗组

（HOMA-IR＞2.7）与无胰岛素抵抗组（HOMA-IR≤2.7），比较两组间上述指标的特征差异；根据

48W HbA1c 是否达标（HbA1c＜7.0%）分亚组，分别在 HOMA-IR 与 nHOMA-IR 两组内比较达标

组与不达标组各项指标的特征差异。 

结果  1、未治疗时，胰岛素抵抗组与无胰岛素抵抗组比较，胰岛素抵抗组中胰岛素抵抗组中处置指

数 DI（P＜0.01）明显降低；两组用药无差异，两组血糖达标率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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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胰岛素抵抗组患者中，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年龄（p=0.001，OR=0.947）、

基线时 AUC_INS（p=0.008，OR=1.000）48W PBG（p=0.000，OR=1.463）、48W FINS

（p=0.023，OR=1.338）、48W AUC_INS（p=0.005，OR=1.000）、48W HOMA-β（p=0.010，

OR=0.982）、48W DI（p=0.019，OR=0.996）、AUC_INS 变化（p=0.027，OR=1.000）、DI 变

化（p=0.000，OR=0.995），与血糖是否达标相关。 

3、非胰岛素抵抗组患者中，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基线 PBG（p=0.023，OR=1.289）与

血糖是否达标相关。 

结论  1、胰岛素抵抗组与无胰岛素抵抗组，使用二甲双胍或阿卡波糖治疗，达标率无显著差异。 

2、胰岛素抵抗组中 48W 是否达标与用阿卡波糖或二甲双胍无关。患病年龄、48W PBG 与 HbA1c

达标呈负相关，基线 AUC_INS、48W 时 AUC_INS 、AUC_INS 变化、DI 变化、48W 时 DI 与

HbA1c 达标呈正相关。 

3、无胰岛素抵抗组中 48W 是否达标也与用药无关。仅基线 PBG 水平与达标呈正相关。 

 
 

PU-1173 

利拉鲁肽对糖尿病大鼠自噬及胰腺脂肪沉积作用机制的研究 

 
郗光霞,张晓琳,范雪梅,李晓丽,赵凌霞,杨坤,赵诗钰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目的  观察利拉鲁肽对糖尿病大鼠胰腺自噬相关标志物 LC3BmRNA 及蛋白表达，光镜下观察胰腺

脂肪沉积的变化；用氯喹阻断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抑制自噬，比较上述指标变化，探讨自噬与胰腺

脂肪沉积的关系及利拉鲁肽调节自噬对胰腺脂肪沉积的作用机制。 

方法  以 NGT 组为对照。建立模型。25 只大鼠简单随机抽样法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DMNS组，

n=9）、利拉鲁肽干预组（DMLIR 组，n=8）及利拉鲁肽+氯喹组（DMLIR+CQ 组，n=8）。DMLIR 组

皮下注射利拉鲁肽 100ug/Kg，Bid；DMLIR+CQ 组 100ug/Kg，Bid，并每两天腹腔注射一次氯喹

50mg/Kg。DMNS 组、NGT 组腹部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4 周后隔夜禁食 12h，测体重、FBG、

2hBG。次日麻醉大鼠，开腹腹主动脉取血，测空腹胰岛素（FINS）、TG、TC、HDL、LDL-C。

取三块 100mg 胰腺组织，于液氮罐中保存，待实时荧光定量 PCR 测定 LC3B mRNA。取胰腺尾部

做病理切片观察胰腺脂肪沉积情况，免疫组化测定 LC3B 蛋白的表达分离内脏脂肪、称重，并计算

内脏脂肪与体重的比值即内脏脂肪相对含量（VF/W）。 

实验数据均满足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LSD 检验。

DM 组 LC3B mRNA 与 FBG、TG、TC、FINS、VF/W、空泡细胞/总胰岛细胞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通过多元逐步回归法确定自噬影响因素，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DMNS 组较 NGT 组大鼠体重增加，少动；DMLIR 组较 DMNS组饮食量、体重下降，精神状态

良好；DMLIR+CQ组大鼠精神萎靡，脱毛现象，较 DMNS组饮食量、体重均下降，与 DMLIR组比较，

饮食量、体重无差异。 

 与 NGT 组比较，DMNS组、DMLIR+CQ 组大鼠 VF/W 升高；DMLIR 组 VF/W 无差异。与 DMNS组比

较，DMLIR+CQ组大鼠 VF/W 无差异，DMLIR组 VF/W 降低。  

与 NGT 组比较，DMNS 组、DMLIR+CQ 组 LC3B 蛋白及 mRNA、空泡细胞/总胰岛细胞升高，DMLIR

组 LC3B 蛋白及 mRNA 升高，空泡细胞/总胰岛细胞无差异。 

LC3B mRNA 水平与 FBG、TG、TC、FINS、内脏脂肪含量、空泡细胞/总胰岛细胞呈正相关。 

结论  糖尿病阶段存在胰腺脂肪沉积及自噬增强。利拉鲁肽通过增强糖尿病大鼠胰腺自噬，减少胰

腺脂肪沉积，同时改善糖脂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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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4 

SUDOSCAN 测定皮肤交感神经受损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圆 1,杨俊朋 2,薛丰田 3,李岩岩 3,任欣会 3,赵志刚 3 

1.郑州大学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3.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 

 

目的  评估 SUDOSCAN 测定皮肤交感神经受损的临床应用价值，比较临床诊断的 T2DM 远端对称

性多发性神经病变（DSPN）患者率的差异。 

方法  1. 研究对象：T2DM 患者 263 例；无糖尿病，无神经症状和相关体征的健康体检者 65 例。 

2. 研究分组：对 263 例 T2DM 患者进行临床症状及体征评估，并做 SUDOSCAN 检测。对 65 例健

康体检者（NC）进行 SUDOSCAN 检查。根据指南分层诊断将 263 例 T2DM 患者分为临床诊断

DSPN 组（DSPN，n=110）、疑似组（possible，n=80）、无症状体征 2 型糖尿病组（NDSPN，

n=73）。 

3. 资料收集 

4. 统计分析 

结果  1.NC 组与 T2DM 患者足 ESC 中位数值分别为 76（68~82）、69（49~80）µS，手 ESC 中

位数值分别为 77（68~83）、65（50~75）µS，T2DM 患者足、手 ESC 值均低于 NC 组，有统计

学差异。 

2. 足 ESC 中位数值在 NC 组、NDSPN 组、possible 组和 DSPN 组分别为 76（68~82）、69

（66~84）、65（53~83）、55（36~71）µS，依次降低。手 ESC 中位数值在 NC 组、NDSPN

组、possible 组和 DSPN 组分别为 77（67~83）、71（63~81）、67（50~80）、58（44~67）

µS，依次降低。DSPN 组与 possible 组、NDSPN 组和 NC 组足、手 ESC 值有统计学差异，

possible 组与 NC 组足、手 ESC 值有统计学差异。possible 组与 NDSPN 组，NDSPN 组与 NC 组

之间手足 ESC 值无差异。 

3.受试者的足手 ESC 值与 HbA1c、病程呈负相关，与性别、年龄、BMI 无明显相关性。 

4.足、手 ESC 值诊断 DSPN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分别为 0.760、0.751（均

P<0.05)，足、手 ESC 值在最佳诊断界值下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645、0.739；0.818、

0.582。 

结论  SUDOSCAN 测定手足 ESC 值随着 DSPN 的病情进展逐渐减低，在临床诊断 DSPN 时，手

足 ESC 明显减低。SUDOSCAN 对于 T2DM 皮肤交感神经受损具有较好的临床诊断价值。

HbA1c、病程影响 SUDOSCAN 测定的手足 ESC 值。 

 
 

PU-1175 

CPT 对 T2DM 患者周围神经病变诊断价值的研究 

 
张圆 1,杨俊朋 2,薛丰田 3,李岩岩 3,任欣会 3,王艳 3,王慧君 3,赵志刚 3 

1.郑州大学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3.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 

 

目的  通过与 DPN 临床诊断、NCV、SEP、SSR 诊断方法相对比，评估 CPT 在 DPN 诊断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1. 研究对象： T2DM 患者 225 例；无糖尿病，无神经症状和相关体征的健康体检者 80 例。 

2. 研究分组：根据《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3 版》进行分组：确诊组（n=93)，临床诊断组

（n=84)，疑似组（n=66)，亚临床组（n=21)，无 DSPN 组（n=54)；另选取 80 例无糖尿病，无神

经症状和相关体征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NC，n=80）； 根据 CPT 结果异常与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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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DM 患者分为 CPT 正常组（NCPT，n=51)与 CPT 异常组(CPT，n=174)。所有 T2DM 患者均进

行临床症状及体征评估，并行 NCV、SEP、SSR（交感神经皮肤反应）、CPT 检查。80 例健康体

检者进行 CPT 检查。 

3. 资料收集 

4. 统计分析 

结果  1.在 80 例健康对照组（NC 组）中，74 例（92.5%）患者 CPT 检查正常，6 例（7.5%）患

者 CPT 检查异常，特异度为 92.5%。 

2.临床诊断的 DSPN 组人群：NCV、SEP、SSR、CPT（2000Hz、250Hz、5Hz 任一结果异常即

为 CPT 异常）的敏感度依次为 82.1%、57.1%、60.7%、92.9%，2000Hz-CPT、250Hz-CPT、

5Hz-CPT 的敏感度依次为 64.3%、85.7%、89.3%。CPT 的敏感度最高，为 92.9%；在 CPT 不同

频率电刺激中，5Hz 敏感度最高，为 89.3%。 

3.T2DM 患者 NCV 异常的人群：临床诊断、SEP、SSR、CPT 的敏感度依次为 60.5%、60.5%、

65.8%、89.5%，2000Hz-CPT、250Hz-CPT、5Hz-CPT 的敏感度 57.9%、81.6%、81.6%；CPT

的敏感度最高，为 89.5%；在不同 CPT 频率电刺激中，250Hz 与 5Hz 敏感度相同，为 81.6%，高

于 2000Hz。 

4.在确诊、临床诊断、亚临床、无神经病变患者组中，250Hz-CPT、5Hz-CPT 检出率高于

2000Hz-CPT、SEP，有统计学差异（P＜0.05）； 

5.在疑似组中，250Hz-CPT、SSR 检出率高于 NCV、SEP，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CPT 检查可以弥补 NCV 及 SEP 不能检测细髓鞘及无髓鞘神经的局限性，对 DSPN 的检测敏

感性高，且在健康人群中特异度高，可以作为电生理检查的补充检查。 

 
 

PU-1176 

GLP-1 受体激动剂调节腹型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骨代谢的作用 

 
丁乐,汪艳芳,孙世萌,郭丽君,柳杨青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二甲双胍(Met)联合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与单药 Met 干预前后血糖

指标、肥胖指标及骨代谢相关指标的变化。 

方法  连续收集 2015.10-2016.11 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126 例 T2DM

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65 例，女性 61 例。根据 T2DM 及腹型肥胖的诊断标准，将所有受试

者分为 Met 联合 GLP-1 受体激动剂组(A 组)和单药 Met 组(B 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空腹血糖

(FBG)、餐后 2h 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体重指数(BMI)、腰围(WC)、腹部体脂率

(FM% of Abdomen)、内脂素(Visfatin)、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Vaspin)、鸢尾素(Irisin)、骨钙素

(OC)、总Ⅰ型前胶原 N 端前肽(t-PⅠNP)、Ⅰ型胶原交联 C-末端肽(β-CTX )及骨保护素(OPG)。 

结果  治疗 6 月后，两组 FPG、2hPG 及 HbAlc 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A 组下降程度均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月后，两组 BMI 等肥胖指标均较治

疗前降低(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 A 组下降程度均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6 月后，A 组除 OPG 与治疗前相比升高(P<0.05)，其余骨代谢指标的结果均无明

显变化(P>0.05)；B 组干预后骨代谢指标无明显变化(P>0.05)，A 组与 B 组相比，OPG 的升高程度

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指标的改变程度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6 个月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干预后，腹型肥胖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及肥胖指标有明显的

降低；6 个月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干预后，腹型肥胖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骨密度及骨转换标志物无

明显改善，骨保护素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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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7 

维生素 B1 水平与新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周围神经病变及其它代谢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杨俊朋 1,汪艳芳 1,赵志刚 2,袁慧娟 1,郭立君 1,史晓阳 1,陈奕錡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郑州颐和医院 

 

目的  分析维生素 B1 水平与新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DPN）及其它代谢指标的相关

性，比较维生素 B1 及其他指标对 DPN 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新入院的 T2DM 患者 354 例，其中男性患者 165 例，女性患者 189 例，平均年龄(63 

±13)岁。根据神经传导速度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单纯糖尿病组（non-DPN，n=237）和糖尿病周围

神经病变组（DPN 组，n=117），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生化结果及维生素 B1、B2、B6、

B9、B12、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D 及维生素 E 的表达水平；将所有研究对象按维生素 B1

水平的四分位数分为高 VitB1 组、中 VitB1 组和低 VitB1 组。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来比较维生素

B1 的影响因素；以神经传导速度为金标准，应用 ROC 曲线分析 VitB1 的曲线下面积及预测 DPN

的最佳切点。 

结果  1.两组患者的年龄、糖化血红蛋白（HbA1c）、尿蛋白/肌酐比、维生素 B1、B6、B12 水平

及下肢粥样硬化指数均有显著差异（P <0．05）。2.与高维生素 B1 组相比，中 VitB1 组和低

VitB1 组的年龄、病史、HbA1c、LDL、颈动脉硬化指数、下肢动脉硬化指数均有显著性差异（P 

<0．05）。3.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T2DM 患者血清维生素 B1 水平与病程(r= -0.222)和 HbA1c 

(r = -0. 227)呈显著负相关（P <0. 05）。4.以神经传导速度异常为金指标，维生素 B1 预测 DPN 发

生的 ROC 曲线下面积 0.661，维生素 B6 预测 DPN 发生的曲线下面积是 0.563，维生素 B12 水平

预测 DPN 发生的曲线下面积是 0.641。 

结论  新入院 T2DM 患者当合并周围神经病变时维生素 B1 水平明显低于单纯 DM 组；维生素 B1 的

水平与病程和 HbA1c 呈负相关；与维生素 B6 和 B12 相比，维生素 B1 对 DPN 的预测价值最高。 

 
 

PU-1178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Semaphorin3A 

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的相关性研究 

 
周梦云,胡小磊,孙卫华,时照明,张晓梅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糖尿病合并颈动脉病变患者血清中 Sema3A 的表达水平，分析 Sema3A 与糖尿病患

者颈动脉内-中膜厚度（carotid intima media thickness,CIMT）的关系，探讨 Sema3A 在糖尿病合

并大血管病变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蚌医一附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于我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16 例，糖尿病患

者诊断均符合 1999 年 WHO 糖尿病标准；选我院同期体检中心健康者 57 例，行 75gaOGTT 排除

糖尿病，行颈动脉彩超排除颈动脉内膜病变。分组：2 型糖尿病患者 116 例，分为 CIMT 正常

（NCIMT，<0.9mm）组患者 59 例，CIMT 增厚（ACIMT，≥0.9mm）组患者 57 例，健康体检者

57 例作为健康对照（NC）组。统计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记录年龄，性别，病程，腰围

（WC），臀围(HC)，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MI），入院随机血压。测定临床指标：

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尿酸（UA），尿素（UREA），肌酐（CRE），

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55 

 

（LDL-C），血清 Sema3A。采用 SPSS 20.0 软件对上述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并探讨各相关指

标与糖尿病合并颈动脉病变的关系。  

结果  与 NC 组比较，NCIMT 和 ACIMT 的血清 Sema3a 升高[(150.00±5.69）vs（85.37±4.76）

ng/mL ， (124.05±6.93)vs （ 85.37±4.76 ） ng/mL ， P<0.01] ， NCIMT 组 高 于 ACIMT 组

（P<0.05）；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Sema3a 水平与臀围、空腹血糖、尿素、糖化血红蛋白呈正相关

（r=0.225、0.393、0.167、0.461，P<0.05 或 P<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SBP 和

CIMT 增厚呈正相关，血清 Sema3a 和 CIMT 增厚呈负相关（P<0.05）。  

结论  糖尿病患者血清 Sema3A 水平增高，是 CIMT 增厚的保护因素，可能与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

发展过程有关。 

 
 

PU-1179 

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甲状腺功能水平与大血管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叶冬 2,赖晓阳 1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上饶市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水平的甲状腺功能对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影响，评价初诊 T2DM 患者的

甲状腺功能与大血管病变的相关性，进一步阐明管理糖尿病患者甲状腺功能的重要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或门诊就诊的新诊断

T2DM 患者 208 例，剔除含甲状腺激素异常（主要是低 FT3 综合征、甲亢和甲减），甲状腺相关

抗体及部分并发症检查的缺失，最终入选 161 例新诊断 T2DM。对 TSH 进行分层：＜2.5 mIU/l 分

为 A 组，2.5-4.2 mIU/l 为 B 组，＞4.2 mIU/l 为 C 组，（即亚甲减组），阐述甲状腺功能水平对患

者初诊 T2DM 患者的各项生化指标（FPG、TG、TC、HbAlc、TSH、TGAb、TPOAb、CIMT 等）

及大血管病变的影响，并分析 TSH 与各项他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 对性别进行分组后发现男性患者的 FPG、UA、CR 均高于女性，HDL 低于女性，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男性合并大血管病变为 50%，女性为 17.9%，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其中男性合并高血压为 30.9%（29 例），女性为 10.4%（7 例），且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02）。 

2. 各组间比较发现亚甲减组的 TG、TC、颈总动脉内中膜厚度均比 A 组及 B 组高，而 HDL 低于 B

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和亚甲减组的 LDL 均比 A 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5）。尽管亚甲减组的 FPG 及 HbA1C 高于其他两组，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 亚甲减组患者发生高脂血症的风险较 A、B 组患者明显更高，随着 TSH 的增高， TGAb 阳性率

也随之增加，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尽管余并发症组间差异并未发现统计学意义，

但是亚临床甲状腺机能减退组患者合并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及 TPOAb 阳性率仍然是均高于其他两组

的。 

结论  1.患者的 TSH 水平与血脂、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及大血管病变密切相关，当 TSH＞4.2 mIU/l

时，患者发生大血管病变风险增加。 

2. 在初诊 T2DM 中,亚甲减发病率为 11.2%，甲状腺激素抗体阳性率(TGAb 和或 TPOAb 阳

性)13.7%；在初诊 T2DM 患者中常规筛查甲状腺激素及相关抗体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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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0 

暴发性 1 型糖尿病临床特征分析 

 
向平,赖晓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旨在分析暴发性 1 型糖尿病的临床特征，提高临床工作者对本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搜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 型糖尿病 199 例，其中新诊

断急性发病的 1 型糖尿病 19 例，包括 8 例暴发性 1 型糖尿病，7 例非暴发性 1 型糖尿病。总结暴

发性 1 型糖尿病的临床特征，并与非暴发性 1 型糖尿病进行比较。 

结果  1、暴发性 1 型糖尿病占本中心同期住院 1 型糖尿病患者的 4.0%，占同期新诊断的急性起病

的住院 1 型糖尿病患者的 53.3%。 

2、暴发性 1 型糖尿病组的平均病程为（3.3±1.7）天，平均血糖为(47.0±19.2)mmol／L，平均糖化

血红蛋白(HbA1c)为（6.9％±0.9％），平均空腹 C 肽为（0.07±0.10）ng/mL，平均餐后 2 小时 C

肽为（0.10±0.20）ng/mL，平均 PH 为（7.28±0.11），平均碳酸氢根为(10.83 土 4.68)mmol/L。

平均血钠(130.67±12.23)mmol/L，平均血氯(99.12±4.82)mmol/L,平均血钾(5.05±1.56)mmol/L，平

均剩余碱（-14.87±6.11）mmol/L。胰岛素相关抗体均阴性。 

3、暴发性 1 型糖尿病组与非暴发性 1 型糖尿病组相比较，暴发组入院时平均血糖高于非暴发组，

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暴发组病程明显比非暴发组短，白细胞计数比非暴发组高（ P＜

0.01 ），空腹 C 肽、餐后 2 小时 C 肽、糖化血红蛋白都比非暴发组低（P＜0.05）。两者在体重

指数、PH 值、肌酐、K+、Na+、Cl-、胰岛素用量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4、暴发性 1 型糖尿病患者随访 3 个月显示，与起病初相比，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更高，空腹 C

肽、餐后 2 小时 C 肽均更低，胰岛素需要的剂量更大，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暴发性 1 型糖尿病在 1 型糖尿病中并非罕见，占同时期住院 1 型糖尿病人数的构成比为

4.0%。 

2、与非暴发性 1 型糖尿病相比较，暴发性 1 型糖尿病临床表现更加多样化，可合并多器官功能损

害，代谢失衡更严重，预后更差。 

 
 

PU-1181 

中年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D 

与睾酮、血糖、血脂的相关性分析 

 
吴静,雷水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拟通过测定中年男性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血清维生素 D、游离睾酮水平并分析两者

之间的关系，同时测定血糖、血脂，并分析血清维生素 D 与糖脂代谢之间的关系。 

方法  1.连续收集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的 40 至

60 岁男性 T2DM 患者，共纳入 180 例受试患者。所有受试者测量血压、腰围、身高、体重，计算

体重指数，均前一天 22：00 点以后禁食，第二天空腹抽血测定血清学指标，计算 HOMA-IR(CP)

指数。 

2.以 2011 年美国内分泌学会维生素 D 缺乏诊断标准分为三组：缺乏组 25(OH)D3<20.0ng/m1，不

足组：20.0 ng/m1≤25(0H)D3<30.0ng/ml，充足组：25(OH)D3≥30.0 ng/m1，分析三组的各项指标

有无统计学差异。根据研究对象的游离睾酮（FT）、总睾酮（TT）水平进行三分位法分组，分析

三组的各项指标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分别以维生素 D 和 FT 为因变量，对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所有数据使用 SPSS17.0 做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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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纳入研究对象的临床特征 

总体研究人群血清 25 羟维生素 D3 平均水平 20.11±8.33ng/ml，FT 平均水平为 19.27±7.24ng/dl，

TT 平均水平为 362.50(294.25~434.50)ng/dl。 

2.维生素 D 与各项指标的关系 

吸烟、雌雄比值（T/E）与维生素 D 水平呈负相关，黄体生产素（LH）、卵泡刺激素（FSH）、雌

二醇（E2）、FT、TT 与维生素 D 水平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不同水平维生素 D 的各项指标的比较 

糖尿病病程、年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 A-IR）、LH、泌乳素（PRL）、FSH、FT、TT、

T/E、甘油三脂（TG）、空腹血清葡萄（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在三组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 

4.FT 三分位分组的各项指标比较 

糖尿病病程、年龄、维生素 D、HOM A-IR、LH、PRL、FSH、FT、T/E、TG、HbA1C、FBG 等

指标在三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5.维生素 D 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FT、PRL 是维生素 D 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1.中年男性 T2DM 患者的维生素 D 处于低水平状态。 

3. 中年男性 T2DM 患者血清维生素 D 与游离睾酮呈独立正相关关系，提示补充维生素 D 可能

升高 T2DM 患者睾酮水平。 

 
 

PU-1182 

支链氨基酸通过调节 TGF -β1 

和 BMP - 7 保护小鼠系膜细胞免受高糖损伤 

 
张秀娟,韩文霞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肾小球系膜细胞异常增殖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重

要病理改变。 支链氨基酸在临床中广泛引用， 在慢性肾脏病及肾衰竭阶段给予支链氨基酸，可以

延缓肾功能衰竭的进展，但其具体机制不明确。 TGF -β1 及 BMP-7 在肾脏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

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探索支链氨基酸是否通过 TGF -β1 及 BMP-7 起保护作用。  

方法  本课题采取肾小球系膜细胞培养，分别从体内及体外两方面具体研究支链氨基酸的保护作

用。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高糖组 TGF -β1 明显升高，BMP-7 明显降低，而给予支链氨基酸处理后，升

高的 TGF -β1 可以明显降低并且 BMP-7 表达明显升高。 

结论  BCAA 通过抑制 TGF -β1 - Smad 通路和 gremlin 表达，上调肾小球系膜细胞中 BMP - 7 - 

Smad 通路，从而减少肾组织中 ECM 的沉积，从而发挥抗糖尿病作用。BCAA 在糖尿病肾病管理

中的作用和效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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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3 

抑制 Gremlin 减弱糖诱导的大鼠系膜细胞纤维化 

 
张秀娟,韩文霞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病是终末期肾病的主要病因。大约 20%到 4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发展为糖尿病肾

病。目前的治疗策略局限于血糖水平的管理和高血压的控制，而不是逆转或抑制 DN。最近，一种

发育蛋白和一种骨形态发生蛋白拮抗剂 Gremlin 作为一种新型的 DN 调控因子出现。 

方法  构建了以 Gremlin 为靶点的慢病毒载体，并检测了 Gremlin 抑制大鼠系膜细胞(RMCs)的作

用。 

结果  使用 RMCs 转染 Gremlin shRNA 可以逆转高糖诱导的异常，如降低 BMP-7。BMP-7 增加胶

原蛋白 IV 和纤连蛋白表达。转染 Gremlin shRNA 质粒后，降低的基质金属蛋白酶水平部分归一

化。此外，我们观察到 BMP-7 信号活性的恢复，表现为磷酸化 Smad (Sma 和 Mad 相关蛋

白)1/5/8 蛋白水平的增加。 

结论  我们认为抑制 Gremlin 通过恢复和增强 BMP-7 活性对糖尿病肾病有保护作用。格林可作为糖

尿病肾病治疗的新靶点。 

 
 

PU-1184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 抑制剂对 2 型糖尿病患者体重 

及血压的影响 --基于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 

 
朱素蓉,沈云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 (Sodium Glucose Cotransporter-2, SGLT-2)抑制剂治疗对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患者体重、腰围及血压的影响 

方法  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中有关 SGLT-2 抑制剂治疗 T2DM 的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s, RCTs)，

检索时间自建库至 2018 年 1 月份，按照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根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手册 5.1

评估纳入研究偏倚风险并提取数据，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采用 I2值检验各研究

间的异质性，0.05 作为检验水准 

结果  共纳入 45 篇 RCTs，发表语种均为英文。纳入 26581 例 T2DM 患者。结果显示：SGLT-2 抑

制剂减小腰围 1.36cm，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62, -1.10)，优于对照组。与其

他降糖药物及安慰剂相比，SGLT-2 抑制剂降低 T2DM 体重[加权均数差(Weight Mean Difference, 

WMD) -1.83Kg, 95% CI (-2.09, -1.56)]. 药物类型进行亚组分析提示达格列净减重[WMD = -1.81Kg, 

95% CI (-1.98, -1.64)]; 卡格列净[WMD -2.13Kg, 95% CI (-3.79, -0.47) ]; 恩格列净[WMD -1.75Kg, 

95% CI (-2.05, -1.45)]; 伊格列净[WMD -1.57Kg, 95% CI (-1.99, -1.15)]；减重量与服药时间及 BMI

呈正相关。SGLT-2 抑制剂能有效降低 T2DM 患者 BP，收缩压总合并效应量为[WMD -3.82mmHg, 

95% CI（-4.14, -3.49）].按药物类型进行亚组分析发现卡格列净的降收缩压降幅最大[WMD -

4.01mmHg, 95% CI (-4.52，-3.49)]. 舒张压总合并效应量为[WMD -1.66mmHg, 95% CI (-1.87, -

1.44)]. 

结论  SGLT-2 抑制剂能有效降低 T2DM 患者体重、腰围及血压。SGLT-2 抑制剂的减重量与患者

的服药时间及 BMI 呈正相关。在减重和降低收缩压方面卡格列净可能优于其他 SGLT-2 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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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5 

JAZF1 通过 SREBP-1c 依赖机制改善 

与年龄和饮食相关的肝脂肪变性 

 
魏溱 

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探究 JAZF1 在肝脂肪变性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体内实验分组为 SD-WT、SD-JAZF1-Tg、HFD-WT 和 HFD-JAZF1-Tg，分别在第 3、6、12

月检测肝 TG、TC 含量；HE 和油红染色观察肝细胞脂肪变性；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JAZF1、SREBP-1c、FAS、SCD-1、ACC-1、PPAR-α、CPT-1 表达。体外实验第一部分

HepaG2 细胞和肝原代细胞分别分组为 Ad-GFP+BSA、Ad-JAZF1/Ad-shJAZF1+BSA、Ad-GFP+ 

FFAs、Ad-JAZF1/Ad-shJAZF1+ FFAs，油红染色观察细胞脂肪变性并检测 TG、TC 含量；Q-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基因表达；第二部分分别加 FFAs/Ad-JAZF1,检测加 compund 

C/AICAR 后相关基因表达。第三部分双荧光素酶实验检测 JAZF1 对 SREBP-1c 的调控作用；第四

部分油红染色、Q-PCR 和甘油三酯检测 JAZF1 过表达对 SREBP-1c 敲除鼠肝原代细胞脂质沉积影

响 

结果  随年龄增长 TG、TC 增加，JAZF1 下降，JAZF1-Tg 脂肪变性改善。SREBP-1c、FAS、

SCD-1、ACC-1、PPAR-α、CPT-1 水平随年龄升高，JAZF1-Tg 该趋势减弱； p-ACC/t-ACC、p-

AMPK/t-AMPK 在 HFD-JAZF1-Tg 增加。体外实验显示 FFAs/Ad-GFP 处理组的脂质沉积更明显；

SREBP-1c、FAS、SCD-1、ACC-1 的表达 FFAs 组>BSA 组， Ad-shJAZF1 组>Ad-GFP 组>Ad-

JAZF1 组；p-ACC/t-ACC、p-AMPK/t-AMPK 与之相反。Ad-JAZF1 /加 AICAR 后 SREBP-1 下降，

p-ACC/t-ACC、p-AMPK/t-AMPK 增高，且二者共同作用趋势更显著；FFAs 组/compund C 加入后

与之相反。JAZF1 对 SREBP-1c 启动子的抑制作用在加入 compund C 或突变启动子中 LXREs 后

消失。脂质沉积以及 FAS、SCD-1、ACC-1 mRNA 表达 FFAs 组>BSA 组，Ad-GFP 组>Ad-

JAZF1 组，WT 组>SREBP-1c KO 组 

结论  JAZF1 能改善肝脏脂肪变性，该作用随年龄增长 JAZF1 的表达减少而减弱，该作用通过

AMPK/SREBP-1c 实现 

 
 

PU-1186 

中药足浴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系统评价 

 
李祯 

1.榆林市中医医院 

2.北京中医药大学 

 

目的  中药足浴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系统评价。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 Wan-fang 

Data)、Pub Med、Cochrane Library 英文数据库，时间以 199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集所有

使用中药足浴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两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

提取及严格评价的过程。将纳入的文献采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并使用 Rev Man5.3 软件进

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8 项随机对照研究共计 496 例患者。Meta 分析显示，相对于单纯西药治疗，中药足

浴组的总有效率高于西药组(RR 1.37，95%CI 1.23～1.54，P<0.00001，I2=19%)，中药足浴治疗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能改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P=0.003，I2=96%)、腓总神经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P=0.001，I2=81%)，但各组之间异质性较大，不做统计学分析，可以改善腓总神经感觉神经传导

速度(MD 3.25，95% CI 1.61～4.89，P=0.0001，I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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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药足浴对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临床疗效、中医证候积分、腓总神经传导速度具有

一定益处，由于现有证据质量较低，还不足以得出肯定结论。 

 
 

PU-1187 

血清 AOPP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体成分的相关性研究 

 
孙世萌,汪艳芳,丁乐,郭丽君,柳杨青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对 T2DM 患者进行血清 AOPP 水平的检测，并采用双能 X 线进行人体成分分析，探讨 

AOPP 与体成分之间的相关性，为 T2 DM 合并肥胖症、肌少症的防治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 186 例受试者，其中 T2 DM 组 124 人，对照组 62 人。通过询问的方式了解受试

者的病史、病程等，测量身高、体重，留取空腹静脉血作为血清标本测常规生化指标，采取 ELISA

检测血清 AOPP 含量，采用 DEXA 测量腰部 Android 区、髋部 Gynoid 区、上肢、下肢、FM%及

肌肉含量。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学方面的分析， P<0.05 提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T2 DM 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临床资料特征包括体重、糖,HbA1c、 FPG、2 h- BG、TG、 

AOPP 水平方面，T2DM 组明显高于 non- T2 DM 组（P<0.05），在 HDL-C、握力方面，T2DM 组

低于对照组（ P<0.05）；体成分在腰部 Android 区 FM%、下肢 FM%、全身 FM%方面，T2 DM

组高于对照组（ P<0.05），在腰部 Android 区肌肉含量、上肢 FM%、下肢肌肉含量、全身肌肉含

量方面要低于对照组（ P<0.05）。 T2DM 患者血清 AOPP 水平与病程、HbA1c、2h-BG 成正相关

（P<0.05），与 HDL-C 成负相关（P<0.05）；在体成分方面，T2DM 患者血清 AOPP 水平与腰部

Android 区 FM%、上肢 FM%、全身 FM%之间呈正相关，而与下肢肌肉含量之间呈负性关系

（ P<0.05）。 

结论  1.T2DM 组患者血清 AOPP 水平增高， AOPP 水平与 T2DM 患者糖脂代谢异常有关，并可能

提示 T2DM 病情严重程度，抗氧化应激治疗有望改善 T2 DM 患者脂肪和肌肉组织的代谢，实现

T2DM 患者体成分的优化。 

 
 

PU-1188 

1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MGB1 

与认知功能及脑功能影像的相关性研究 

 
杨雪,袁慧娟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T1DM 患者脑结构功能改变，及其早期指标及危险因素。 

方法  1.本研究分为 T1DM 组，正常对照组。 

2.收集受试者临床资料，测定其血清 HMGB1、IL-1β、IL-6、TNF-α 浓度，并评估其血糖波动。 

3.采用数字符号替换测验（DSST）、数字广度测验（DST）、连线测验（TMT）、Rey 听觉词语

学习测验（RAVLT）、Rey-Osterrieth 复杂图形测验（ROCF），评估受试者信息处理速度、注意

力、执行功能、记忆、视空间能力。 

4.受试者行头颅核磁共振扫描，通过 1H-MRS 测定海马 N-乙酰天冬氨酸（NAA）、胆碱复合物

（Cho）、肌酸（Cr）的浓度；采用 rs-fMRI，测定脑区间的功能连接。 

5.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T1DM 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LDL-C 低于正常对照组，HMGB1、IL-1β、TNF-α、IL-6 均高

于正常对照组；DSST、RAVLT（1-5）测验总和、ROCF 临摹低于正常对照组，左侧海马 NAA/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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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T1DM 组自 HIP.L 到右侧角回、顶上回及韦尼克区的部分脑区的连接较正常对照组增

强，GC 内向流中，T1DM 组自额上回、额中回、中央前回、中央后回、辅助运动区、楔叶、左侧

枕上回到 HIP.L 的连接较正常对照组减弱。（P＜0.05） 

T1DM 组患者 HbA1C：9.44±2.41%，平均血糖（MBG）：9.43±2.44mmol/l，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MAGE）：6.20±2.24mmol/l，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MODD）：3.87±1.58mmol/l，血糖标准差

（SDBG）：2.39±0.85mmol/l，低血糖指数（LBGI）：2.50±2.44，血糖低于 3.9mmol/l 百分比

（glu70）：3.37±3.88%。 

多元回归分析示：认知功能改变的危险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年龄、HbA1C、MODD、SDBG、

HMGB1、MAGE、SDBG、左侧海马 NAA/Cr。 

结论  1. 1 型糖尿病患者信息处理速度、记忆、视空间能力下降。 

2. 1 型糖尿病患者左侧海马与多个脑区功能连接异常，NAA 下降是短时记忆的危险因素，提示脑功

能影像改变可能是 1 型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下降的结构基础。 

3.HbA1C、血糖波动是 1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可能通过促进 HMGB1 等炎症因

子分泌，参与 1 型糖尿病相关并发认知功能下降的发生机制。 

 
 

PU-1189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与脑功能影像及炎症反应的相关性研究 

 
陈奕錡,袁慧娟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本课题对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行动态血糖监测、神经心理学测试、大脑结构功能成

像、血液高迁移率族蛋白 1（HMGB1）等炎症因子测定，以期探讨血糖波动 T2DM 患者认知功能

相关性的大脑结构改变基础及炎症反应机制。 

方法  收集郑州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就诊的 T2DM 患者 90 名及体检中心的正常健康体检者

（NC）81 名，比较两组受试者的 MoCA 评分水平、海马功能连接、血炎症因子 HMGB-1、TNF-

α、IL-1β、IL-6 的水平。根据 MoCA 评分将 90 名 T2DM 患者分为 2 组，T2DM 并轻度认知功能障

碍组(T2DM-MCI 组）48 名，T2DM 并非认知功能障碍组（T2DM-NCI 组）42 名，分别行动态血糖

监测。 

结果  与 NC 组相比，T2DM 组 FBG、HbAlc、HMGB-1、TNF-α、IL-1β、IL-6 水平明显增高，

MoCA 评分降低，其中视空间执行能力、注意力、延迟记忆能力下降（P＜0.05）。rs-fMRI：以左

侧海马为种子点的 GCA 内向流中，T2DM 组自左侧小脑的连接明显增强，而左侧楔前叶、左侧丘

脑、双侧中央后回、额中叶和双侧顶下叶明显减弱。以右侧海马为种子点的 GCA 外向流中，

T2DM 组自左侧颞下回和额下回的连接相较于对照组明显增强，小脑和左侧舌叶明显减弱；相对于

T2DM 组，NC 组自左侧距状回、右侧颞中叶和左侧中央后回对右侧海马的 GCA 内向流显著增

强，小脑和舌叶明显减弱。 

与 T2DM-NCI 组相比，T2DM-MCI 组 FBG、HbAlc 增高，HDL-C 降低，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MAGE）、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MODD）增高，血 HMGB1、IL-1β、IL-6、TNF-a 水平增高。 

MoCA 评分与教育年限、HDL-C 正相关，与年龄、HbAlc、BMI、MAGE、MODD、HMGB1、IL-

1β、IL-6、TNF-a 水平负相关。多元回归分析示，MAGE、HMGB1、IL-6 为 MoCA 评分的独立危

险因素。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主要表现为视空间执行能力、注意力、延迟记忆能力方面的认知功能下降。2

型糖尿病患者海马与多个脑区连接异常是认知功能下降的结构基础，炎症反应参与了认知功能下降

的发生机制。血糖波动是影响 2 型糖尿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独立危险因素，血

糖波动可能通过加重炎症反应参与糖尿病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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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0 

妊娠期糖耐量减低和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妊娠期糖耐量减低和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了解不同分类的疾病特点。 

方法  采用病例一对照研究设计。病例选择 2009.12 一 2010.10 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

的妊娠期糖耐量减低患者 99 例和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208 例。对照组随机选择与病例同时期就诊的

正常妊娠孕产妇（对照组）共 207 例,查阅相关病历资料及相关生化检测结果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各因素对妊娠期糖耐量减低（GIGT）和妊娠期糖尿（GDM）发病的影响。 

结果  GIGT 组和 GDM 组孕妇产前体重、产前 BMI、入院血压均高于对照组, GDM 组孕妇胆固醇、

低密度胆固醇高于对照组，GIGT 和 GDM 孕妇分娩时孕周均小于对照组，GIGT 和 GDM 孕妇孕

次、产次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孕妇产前 BMI 为妊娠期糖

耐量减低（GIGT）和妊娠期糖尿病（GDM）的独立高危因素。 

结论  孕妇产前 BMI 为 GIGT 和 GDM 发病的独立高危因素,孕妇孕次、产次、分娩时孕周、体重、

入院收缩压、入院舒张压、平均动脉压、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等对 GDM 和 GIGT 发病有一定影

响, 但不是独立高危因素。 

 
 

PU-1191 

网络信息平台在 2 型糖尿病出院病人护理延伸服务中的应用分析 

 
杜锦霞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网络信息平台应用于 2 型糖尿病出院病人护理延伸服务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在上海长征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47 例为观

察组，选择同期在我院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43 例为对照组，对照组在患者出院后，由糖尿病教

育护士开展电话护理延伸服务，每周 1 次，每次 10-15min，内容包括血糖监测次数、空腹血糖和

餐后 2 h 血糖控制情况、饮食和运动指导、用药情况及药物不良反应等，并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

答疑与指导。观察组在常规电话护理延伸服务的基础上开展专业性网络咨询服务。将计算机网络、

信息服务融入 2 型糖尿病出院护理延伸服务中，建立 2 型糖尿病网站，内容涉及糖尿病自我管理知

识、血糖监测日志等，由糖尿病专职教育护士定期更新网站内容，每周上传 2 个知识专题，随时分

享自我管理经验，24h 内在线回答和处理 2 型糖尿病患者及家属提出的问题，并给予针对性的健康

指导。干预 6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依从性及微血管与大血管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简明健康状况

量表（SF-36）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饮食干预、运动疗法、药物治疗、自我监测、定期复查等方面依从性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微血管与大血管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生活

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利用网络信息平台为 2 型糖尿病出院病人提供护理延伸服务中可改善患者遵医行为，提高其

生活质量，并降低近期血管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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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2 

初发糖尿病患者常见心理问题及护理干预策略 

 
杜锦霞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分析初发糖尿病患者常出现的心理问题，并加以分析，做到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指导干预，

可以减轻患者焦虑情绪，使患者全身心的配合医生治疗，促进疾病恢复。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测定焦虑指数，采取问卷式调查方法对患者进行心理分析，并对患

者心理问题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及采取应对策略 

结果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本科室收治初发糖尿病患者 86 例，有 78 例患者均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焦虑状况，56 例为轻度焦虑，占总病例的 71.8%，其中中度焦虑者 17 人，占总病例的

21.6%。其中重度焦虑者 5 人，占总病例的 6.6%。针对患者出现的心理状况，采用相应的护理对

策，解决患者心理问题，改善不良情绪对疾病的影响。 

结论  不良心理因素对糖尿病患者疾病控制会带来很大影响，因为身体应激激素如生长激素、肾上

腺素、胰高血糖素等上升都是心理负面情绪引起的，这也是是引起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罪魁祸首，

糖尿病是终身性的慢病，病人不仅要面对疾病，而且还需面对家庭、社会、生活条件等诸多因素，

所以病人难免会产生不良负面心理因素，这时医护人员应注重病人的心理护理，及时发现病人的心

理需求以及心理存在的问题，尽量多与病人沟通交流，让病人的正常心理要求得到满足，医护人员

要主动积极改变他们的不良的情绪，积极面对疾病，配合治疗，树立起乐观的自信心。 

 
 

PU-1193 

内分泌科专科护理质量指标的建立和应用效果 

 
杜锦霞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护理质量指标是测定和评价护理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护理质量改进的重要环节。专科护理

质量指标是有效评价护理质量的主要工具之一，对促进专科护理质量的提升以及精准化管理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在内分泌科的建立和应用效

果。 

方法  通过建立专科护理质量指标监控小组，小组成员根据临床经验、专科特点，提出了科室现存

的、专科性强、发生阳性率较高、能够通过护理行为解决的问题，通过全面系统的检索文献，按照

约翰霍普金斯证据等级选择文献，按照约翰霍普金斯质量评价标准进行文献质量评价，最后分析资

料筛选文献确立专科监测指标影响因素内容。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

院胰岛素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469 例进行低血糖相关指标监测，并在监测 3 个月后分析数据，确

定住院强化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因素（年龄、病程及不同的胰岛素治疗方案），同时将住院

患者分成 2 组进行分组干预。 

结果  干预组低血糖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专科护理指标的建立明确了整个护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标准要求，特别是对护士专科知识点

的掌握进行了专项要求，为了达到质量要求，护士会认真落实健康教育，注重效果，患者依从性明

显提升。专科监测指标的建立有利于提高专科质量，有利于患者的同质化管理，同时专科监测指标

的建立要做好质量控制，目标的设定要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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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4 

53 例成人 T1DM 患者饮食调查 

 
何书励 1,李玉秀 1,平凡 1,李伟 1,马明磊 1,车红霞 2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 1 型糖尿病患者各种营养素摄入状况。 

方法  调查自 2016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8 年 3 月 6 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糖尿病专科门诊就诊

的 T1DM 患者，采用 24h 膳食回顾法，以食物图谱进行定量。基于中国食物成分表计算各种营养

素的摄入量。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进行比较。对于能量，摄入过量和不足

为比能量需要量（EER）增加或减少 2 个标准差（SD），适宜为在 EER±2SD 之间；对于脂肪，

供能比<20%为不足，>30%定义为过量,20%～30%为适宜；对于碳水化合物，供能比<50%为不

足，>65%为过量，20%～30%为适宜；对于制订平均需要量（EAR）和推荐摄入量（RNI）的营

养素，充足定义为>RNI，可能不足为 EAR-2SD～RNI；对于仅制订适宜摄入量（AI）的营养

素，>AI 为充足。 

结果  本研究共调查 53 例成人 1 型糖尿病患者，其中超重者 5 例（9.4%），消瘦者 7 例

（13.2%），体重正常者 41 例（77.4%）。1.能量和宏量营养素 能量[M(Q1,Q3), kcal]为 1347

（922，1685）。不足、过量和适宜的比例为 62.3%, 34.0%, 3.8%。碳水化合物（C）、脂肪

（F）和蛋白质（P）的供能比 [M(Q1,Q3)]分别为 54%（47%，60%），29%(23%,36%)， 

16%(14%,20%)。P（不足 13.2%,可能不足 37.7%，充足 49.1%），F（偏低 17.0%，适宜 35.8%,

过量 47.2%），C（偏低 30.2%, 适宜 50.9%,过量 18.9%），膳食纤维小于 AI88.7%，充足

11.3%。不足和可能不足所占比例：钙（75.4%, 20.8%），磷（11.3%, 28.3%），镁（49.1%, 

28.3% ） ， 维 生 素 A （ 45.3% ， 35.8% ） , 维 生 素 B1 （ 62.3%,28.3% ） ， 维 生 素 B2

（ 49.0%,32.1% ），维生素 B6 （ 73.6%,22.6% ），维生素 B12 （ 41.5%,30.2% ），叶酸 

（64.2%,11.3%），烟酸（26.5%,35.8%），维生素 C（49.0%,17.0%），铁(13.2%, 32.1%),锌

(17.0%, 50.9%),铜(1.9%, 9.4%)。小于 AI 的比例：钾 83.0%，钠 45.3%，维生素 E37.7%，锰

56.6%。钙磷比例偏低（小于 0.5）者占 73.6%。 

结论  未经系统指导的 T1DM 患者存在营养摄入不足，需要不断强化饮食指导。 

 
 

PU-1195 

吡格列酮致尿失禁 

 
杨玮 1,石勇铨 2,索丽霞 1,汤明明 1 

1.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2.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通过此个案提醒临床医务人员注意关注吡格列酮的说明书以外的副作用。 

方法  一例 47 岁男性糖尿病患者使用二甲双胍（1g、 2 次/日）、阿卡波糖（50mg、3 次/日）联合

降糖治疗，因血糖控制不佳收住入院，入院后予以加用吡格列酮（15mg、1 次/日）三联降糖治

疗，在加用药物第 5 天夜间出现尿失禁现象，估计尿液在 200ml 左右。 

结果  停用吡格列酮，其余药物续用，随访 24 个月，未再出现尿失禁。 

结论  目前国内生产的吡格列酮说明书中提到若患者使用过程中出现血尿、尿频、尿急、排尿疼痛

等症状应立即就诊，我们观察到一例因使用吡格列酮导致尿失禁患者，临床医师需注意关注此类副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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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6 

GLP-1 调控自噬改善糖尿病肾脏病的机制 

 
程彦臻,杨双莉,林楚曼,陈宏,张桦,杨力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糖尿病肾脏病是临床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寻找延缓或阻止其发生、进展的方法一直是临

床研究的热点。本研究从体内外研究提高内源性 GLP-1 浓度（DPP-IV 酶抑制剂）或者给于外源性

GLP-1 受体激动剂后，其是否通过调控自噬拮抗高糖引起的氧化应激，发挥肾脏的保护作用。 

方法  选择 8 周龄的 ZDF 大鼠，适应性喂养 2 周，予高脂饲料饲养诱导为 2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随

后随机分为：1）非糖尿病对照组；2）糖尿病对照组；3）胰岛素治疗组；4）沙格列汀治疗组；

5）利拉鲁肽治疗组。喂养 9 周处死后，检测血脂、血尿素、血肌酐和胱抑素 C、肾脏病理、自噬

等通路。以 AGEs 诱导的肾脏细胞 Hkc8 和 293T 细胞系模拟长期高糖损伤的细胞，通过检测细胞

增值、自噬通路，从体外探讨 GLP-1 保护肾脏的具体机制。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1）GLP-1 可明显改善 2 型糖尿病大鼠的肾损伤，延缓糖尿病肾脏病进

展，该保护作用独立于降糖作用；（2）体内通路提示 GLP-1 可以抑制 mTOR 信号通路减少 2 型

糖尿病大鼠肾脏 pS6K 和 pS6 蛋白的表达水平，进一步激活自噬减少 P62 蛋白水平及升高 Beclin-

1 的表达水平，最终减少氧化应激；（3）GLP-1 受体激动剂（利拉鲁肽）改善 2 型糖尿病大鼠的

内分泌代谢紊乱及对肾脏的保护作用优于 DPP-IV 酶抑制剂（沙格列汀）；（4）体外实验证实

GLP-1 可显著改善 AGEs 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上调自噬活性蛋白，抑制下游 nfr2 及相应的氧

化应激损伤。 

结论  研究表明 GLP-1 在降糖同时，可明显改善糖尿病所致的肾损伤，延缓糖尿病肾脏病的进展。

这一肾功能保护作用可能与 GLP-1 抑制 mTOR 通路激活自噬，减少氧化应激有关，为糖尿病肾脏

病的防治策略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 

 
 

PU-1197 

降低糖尿病患者出院后服药的错误率 

 
庄静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降低糖尿病患者出院后服药的错误率 

方法  患者方面 

1 药物作用及副作用健康教育课程 

2 设立阶段性服药训练专题； 

3 让患者自行学习药物的类别及外观； 

4 制作个人服药记录本； 

5 张贴提醒小标语； 

6 出院注意事项中的用药指导要醒目写在药盒上。 

工作人员方面： 

1 住院期间健康教育课程系统全面； 

2 制定明确的药物规范 3 定期进行出院随访  

结果  专案实施后，随访糖尿病患者出院后服药的错误率由 0.6%降低为 0.3%，以达到目标值，并

达到降低糖尿病 

患者出院后服药错误率的目的。 

结论  正确服药，是控制血糖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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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8 

门诊应用预混人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治疗新诊 2 型糖尿病的研究 

 
韩旸,王凯亮,李洪梅 

煤炭总医院 

 

目的  观察在门诊应用预混人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治疗新诊断 2 型糖尿病的有效性，安全性及病人

的顺应性的研究。以便为社区医师提供病人在门诊的应用胰岛素的临床经验。 

方法  选取门诊初发 2 型糖尿病的患者 100 人，随机分成 2 组，一组用预混人胰岛素（诺和灵

30R）加格华止 0.5TID，一组用格列美脲加格华止 0.5TID，观察 12 周，观察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

（HbA1C）、空腹血糖（FBS）、餐后 2 小时血糖（PG2H）、胰岛细胞的功能、病人的顺应性。

2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按照 1999 年 WHO 的标准，初发糖尿病包括新发现的或者病程在 2 年之内

未经过治疗的。 

结果  两组病人经过上述两种方法均能有效的降低血糖，两组治疗前后相比血糖明显降低有显著的

差异（P＜0.001）。组间相比预混胰岛素组比口服药组能明显降低血糖，有显著性差异（P＜

0.05）；预混胰岛素组较口服药组对胰岛细胞功能的恢复更有利（P＜0.05），而且病人的安全性

及顺应性两组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门诊预混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对初发的 2 型糖尿病能有效的降低血糖，改善胰岛功能，病

人使用胰岛素安全、有效、顺应性好，对于基层医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加以推广。 

 
 

PU-1199 

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与同型半胱氨酸的相关性 

 
张焱,王冰,李洪梅 

煤炭总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与同型半胱氨酸的相关性，从而了解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

的患者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及胰岛素抵抗关系，积极进行干预，降低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方法  收集 2015-1-1 到 2017-12-31 我院门诊及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 60 例作为试验

组，6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不合并高血压 60 例作为对照组。2 型糖尿病按照 WHO1999 年的诊断标

准。高血压的诊断按照 2017 年中国高血压联盟诊断标准。2 组同时测定空腹血糖( FBG) 、空腹胰

岛素水平( FINS) 、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 IR)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HCY) 、胆固醇( TC) 、甘

油三酯( TG)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H bA1C) 。 

结果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组血浆 HCY 水平较无高血压组明显升高，有统计学差异( P< 0.05) ，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组的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 IR) 有统计学差异( P < 0.001)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密切关联，且胰岛素抵抗明显增加，所以 2 型糖

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在积极降糖的同时要关注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心脑血

管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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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0 

母亲染料木素摄入对雌性子代生命早期糖脂代谢的 

影响及相关肠道菌群机制的探讨 

 
周丽媛,肖新华,张茜,郑佳,王晓晶,邓明群,翟笑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孕前期、孕期和哺乳期染料木素摄入能否改善母亲高脂饮食对子代生命早期糖脂代谢的

不良影响，同时探索肠道菌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  5 周龄 C57BL/6 雌鼠随机分为 4 组：高脂饮食组，高脂饮食-低剂量染料木素组（0.25g/kg 饲

料），高脂饮食-高剂量染料木素组（0.6g/kg 饲料）及正常饮食组。干预 3 周后与正常饮食的

C57BL/6 雄鼠进行交配，孕期和哺乳期均各自给予原来的饮食。雌性子鼠断乳后，观察其糖脂代谢

相关指标及肠道菌群的改变。 

结果  较母鼠正常饮食组相比，高脂饮食组子鼠出生体重更低（p<0.05），在断乳时，两组子鼠体

重无显著差异（p>0.05），高脂饮食组雌性子鼠腹腔糖耐量实验 30min 血糖明显升高(p<0.0005)，

糖耐量曲线下的面积较大(p<0.0005)，血清空腹胰岛素(p<0.0005)、甘油三脂(p<0.05)和总胆固醇

(p<0.01)浓度更高，HOMA-IR 值更大(p<0.0005)。与母鼠高脂饮食组相比，孕前期、孕期和哺乳期

给予低剂量染料木素干预的雌性子鼠出生体重显著增加(p<0.05)，断乳时腹腔糖耐量实验 30min 血

糖明显降低 (p<0.005)，糖耐量曲线下面积显著减小 (p<0.0005)，空腹血清胰岛素 (p<0.05)和

HOMA-IR 值(p<0.01)均显著降低。母鼠高剂量染料木素摄入与高脂饮食组子鼠相比，血甘油三酯

(p<0.01)和总胆固醇(p<0.01)水平均显著降低。此外，肠道菌群分析结果显示，孕前期、孕期和哺

乳 期 给 予 染 料 木 素 干 预 的 子 鼠 肠 道 中 拟 杆 菌 属 (Bacteroides)(p<0.05) 和 艾 克 曼 菌 属

( Akkermansia)(p<0.05)显著富集，可能在子代代谢改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立克菌属

(Rikenella)(q<0.05)和 Rikenellaceae_RC9_ gut_group(q<0.05)在母鼠高剂量染料木素摄入组子代

菌群中的丰度显著增加，关联分析显示其与血甘油三酯(r=-0.39,p<0.05; r=-0.47,p<0.05)和总胆固

醇(r=-0.39,p<0.05)水平显著负相关，因此可能在其脂代谢的改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结论  母鼠孕前期、孕期和哺乳期染料木素摄入能显著改善其高脂饮食对子代生命早期糖脂代谢的

不良影响，同时肠道菌群的改变在其中可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能为阻止肥胖和糖尿病的

快速增长提供新的手段。 

 
 

PU-1201 

利格列汀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研究 

 
虎子颖,张会峰,汪艳芳,郑瑞芝,牛瑞芳,夏威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利格列汀对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的影响。 

方法  应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对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就诊于我院的 2 型糖

尿病患者进行认知功能筛查，选取 98 例 2 型糖尿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利格列汀药

物组（利格列汀+二甲双胍）和非利格列汀药物组（格列奇特+二甲双胍），于用药前及用药 24 周

后分别比较 MoCA 评分、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血脂、血清 b 淀粉样蛋白

（Ab）1-42 含量，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 FPG×FINS/22.5。 

结果  利格列汀组干预 24 周后与治疗前比较，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OMA-IR、Ab1-42 均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oCA 评分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利格列汀组干预 24 周后与治疗

前比较，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OMA-IR、Ab1-42、 MoCA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利格列汀组干预 24 周后与非利格列汀组干预 24 周后比较，HOMA-IR 

[ （ 3.05±1.12 ） ns （ 3.95±1.00 ） , P ＜ 0.05] 降低， Ab1-42 [ （ 463.30±92.71 ） pg/mL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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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3±113.29）pg/mL, P＜0.05]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oCA 评分[（24.48±1.18）分 ns

（23.21±1.18）分，P＜0.05]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利格列汀可改善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可能与其降低血清 Ab 含量及改善胰岛素抵

抗有关。DDP-4 酶抑制剂可能是将来治疗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理想药物。 

 
 

PU-1202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糖尿病足一例并文献分析 

 
成建国,牛强龙,李红利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一例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糖尿病足的病例分享，提高临床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一例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糖尿病足病人的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并相关文献学习，详细分

析病人病情演变及目前对该疾病的认识。 

结果  该病人经负压封闭引流术并综合治疗后，创面愈合良好。 

结论  糖尿病足是由于糖尿病血管、神经病变引起的下肢病变的总称，是以糖代谢紊乱为前提综合

因素作用的结果。严重威胁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及生活质量，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已成为严重的

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临床上糖尿病足溃疡创面治疗较为困难，以往对于糖尿病足溃疡的治疗大都

是在清创术联合换药的基础上，这种方法有很多弊端。负压封闭引流术在糖尿病足溃疡中的应用，

取得明显效果。 

 
 

PU-1203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及其肝纤维化的相关因素分析 

 
陈闪闪,翁孝刚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住院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的危险因素，并对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0 月份于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首次住院的 2 型糖

尿病患者共 182 例，记录所有人的一般临床资料，测量身高(cm)、体重(kg)、血压(mmHg)，收集

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空腹 C 肽等血液分析指标。根据腹部彩超结果，将 182 例患者分为 2 型

糖尿病组，与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组，再根据肝纤维化评分(non-alcoholic liver 

fibrosis score, NFS)，将 T2DM+NAFLD 分为 A 组排除肝纤维化组：NFS<-1.455，B 组中间状态

组：-1.455≤NFS≤0.676，C 组进展性肝纤维化组：NFS>0.676。应用 SPSS19.0 软件进行 T2DM

与 T2DM+NAFLD 两组间的比较，分析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危险因素；再进行

A、B、C 三组间的一般资料及生化资料的比较，分析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纤维

化的相关因素。   

结果  与 T2DM 组相比，T2DM+NAFLD 组体重指数、空腹血糖、胆固醇、甘油三酯、谷丙转氨

酶、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糖化血红蛋白、空腹 C 肽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1.体重指数、甘油三酯是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生活方式干预对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意义重大。2.糖尿病病程、胆固醇降低是肝纤维化的危险因素，在临床中应早

期关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止其向纤维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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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4 

Gitelman 综合征伴糖尿病 1 例 

 
朱云峰,王涛,翟倩倩,覃艳,曹萌,李燕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诊断明确的一例 Gitelman 综合征伴糖尿病患者，观察患者的治疗及疗效 

方法  患者入院后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同时完善血生化、电解质、尿电解质、立卧位醛固酮实

验及监测血压等，并针对患者及其家属送检 Gitelman 综合征相关致病基因 

结果  结合患者临床表现，Gitelman 综合征诊断明确，同时明确该患者的糖尿病是由于 Gitelman

综合征引起的低血钾、低血镁、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增高等多种因素导致。 

结论  Gitelman 综合征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进而导致糖尿病，通过补充钾、镁等纠正电解质紊

乱，血糖可以进一步得到控制。 

 
 

PU-1205 

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及风险模型的建立 

 
张宁,赵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目的  探索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建立 Logistic 风险模型并评价其预测效力。 

方法  收集 2016-2017 年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重、高血压

病史、冠心病史、糖尿病病程等人口学资料，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血肌酐、C 肽 0-3 小时数值、甘

油三酯、胆固醇等生化指标，测定颈动脉和下肢动脉超声。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过单因素

分析，将其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带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风险模型可能的变量，

ROC 曲线验证。 

结果  纳入 1054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其中诊断糖尿病大血管病变者 685 人，无糖尿病大血管病变

者 369 人。组间比较筛选出：冠心病史、高血压史、年龄、糖尿病病程、收缩压、BMI、糖化血红

蛋白、C 肽 1h、C 肽 2h、ALT、AST、血肌酐、甘油三酯、LDL、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等存在统

计差异，将上述指标纳入回归分析模型，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Forward)，最终筛选出年

龄、糖尿病病程、C 肽 1h、血肌酐等 4 个指标带入风险模型。运用 ROC Curve 计算年龄、糖尿病

病程、C 肽 1h、血肌酐的曲线下面积(AUC (95%CI) )分别为 0.720 (0.686-0.754)、0.674 (0.640-

0.708)、0.425 (0.388-0.461)、0.549 (0.512-0.585)、0.741 (0.708-0.773)，灵敏度、特异度、约登

指数分别为年龄(83.6%，51.2%，0.348)、病程（69.2%，59.1%, 0.283）、C 肽 1h(34.4%，

49.9%，-0.157)、血肌酐(24%，85.1%, 0.091)。将四种指标共同带入 ROC 曲线，曲线面积为

0.741 (0.708-0.773)，灵敏度 80.5%，特异度 59.6%。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线性部分系数得到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风险方程： Y=0.72* 年龄 (Year)+0.674* 病程 (Year)+0.425*C 肽

1h(ng/ml)+0.549*血肌酐 (umol/l)，各指标切点值为：年龄 50.50 岁，病程 6.5 年，C 肽 1h 

2.125ng/ml，血肌酐 76.5umol/l。 

结论  年龄、糖尿病病程、C 肽 1h、血肌酐是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所建立的风

险模型可能能够较好的预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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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6 

TGF-β1/SGK1 信号通路在糖尿病肾病中的作用 

 
徐云,陈雪辉,张清贵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是目前公认的最强致纤维化因子，血清-糖皮质激素诱导型蛋白

激酶 1（SGK1）是其一个新的下游靶点，TGF-β1/SGK1 可能参与了 DN 的发生。但两者在糖尿病

肾小管间质纤维化(TIF)中的具体作用并不十分清楚。本实验通过观测相关因子在糖尿病大鼠模型中

的表达，探讨 TGF-β1/SGK1 信号通路在糖尿病肾小管间质病变发生中的作用。 

方法  将 60 只清洁级健康雄性 SD 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组，造模组大鼠通过一次性腹腔注

射链脲佐菌素（STZ, 45mg/kg）诱导糖尿病，饲养至 4 周和 8 周各组各处死一半大鼠；采用

ELISA 和化学法测空腹血糖、尿蛋白等指标，观察肾脏普通病理变化，免疫组化检测 SGK1 表达，

用 Real-time-PCR 检测 SGK1 的 mRNA 水平；Western Blotting 检测 TGF-β1和 SGK1 等蛋白表

达。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糖尿病组大鼠体重明显下降（P<0.05），血糖明显升高，肾脏肥大指

数、血尿素氮、血肌酐、24h 尿量及 24h 尿蛋白均明显升高（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糖尿

病大鼠肾皮质组织中 SGK1 的转录水平以及 TGF-β1和 SGK1 等因子的蛋白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P<0.05）。 

结论  TGF-β1/SGK1 信号传导通路与糖尿病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病变有密切关系。 

 
 

PU-1207 

血清 micro-RNA 21,micro-RNA 25, miRNA-146a 及 

microRNA-181a 联合诊断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及对其发病机制潜在调控作用的探索 

 
刘艺文 1,杨婧 1,2,李玉秀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比自身免疫性糖尿病与 2 型糖尿病（T2D）及糖耐量正常（NGT）者血清 micro-RNA 

21,micro-RNA 25, miRNA-146a 及 microRNA-181a 的表达差异，预测表达差异 miRNA 可能参与

调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致病的信号通路。探索自身免疫性糖尿病患病风险的独立预测因素，挖掘其

潜在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45 例（1 型糖尿病 29 例、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16 例）、

T2D 31 例及 NGT 者 19 例的血清标本。用 qRT-PCR 对血清 micro-RNA 21,micro-RNA 25, 

miRNA-146a 及 microRNA-181a 的表达定量，分析 3 组对象 miRNA 表达差异，制作 ROC 曲线。

对差异 miRNA 进行靶基因预测、KEGG 及 GO 分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自身免疫性

糖尿病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风险评估列线图模型，进行内部验证以评价模型的准确

性。 

结果  1.自身免疫性糖尿病患者血清 micro-RNA 21,micro-RNA 25, miRNA-146a 及 microRNA-

181a 的表达均显著低于 T2D 及 NGT 者（p＜0.001），有较好的鉴别作用（AUC 均＞0.8，p＜

0.001），T2D 与 NGT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2.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上述 4 种 miRNA 的

靶基因富集的信号通路与免疫炎症、细胞增殖、凋亡及功能及代谢相关，提示可能参与自身免疫性

糖尿病致病机制中多种信号通路的调控。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miRNA-25（OR 

0.001）、miRNA-146a（OR 0.136）、空腹 C 肽（OR 0.064）是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独立预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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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p 均＜0.05）。以此为基础建立风险评估列线图模型，内部验证显示该模型对自身免疫性糖尿

病鉴别有良好的准确性（AUC 0.968, 95%CI 0.922-0.989）。 

结论  血清 micro-RNA 21,micro-RNA 25, miRNA-146a 及 microRNA-181a 在自身免疫性糖尿病患

者的表达量显著低于 T2D 及 NGT 者，可能参与自身免疫性糖尿病致病机制多种信号通路的调控。

miRNA-25、miRNA-146a、空腹 C 肽联合检测对自身免疫性糖尿病诊断有潜在价值。 

 
 

PU-1208 

基于 SAAS 云平台的糖尿病患者随访管理模式的研究 

 
彭丽 1,温俊 1,邓波 1,李万春 1,张颖 1,许一新 2,刘煜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2.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分级诊疗制度，但目前现有信息系统对于已确诊糖尿病慢病患者的复诊和

跟踪观察，存在管理效率低，发挥效用不直接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高效、安全、可信的糖尿病慢

病患者数据随访系统。在“互联网+”时代，本研究探讨通过有效利用云服务，构建一个共享、动

态、有效、安全的 SAAS 云平台，实现从医院和科室层面对糖尿病慢病患者长期跟踪和持续随访，

积累有效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和患者建立互联网端友好交互，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 

方法  我科从 2018 年 3 月开始构建糖尿病慢病随访管理 SAAS 平台，为每个需要跟踪服务的患者

建立长期档案和预后跟踪服务计划，集中和众包采集随访资料，分析随访指标，观察临床特征尤其

是量化指标的变化趋势，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疗保健计划，确保患者得到持续治疗和延续指导，也为

医疗行为积累更多临床数据。作为科研观察病例的患者，建立移动终端、科室客户机、互联网等联

络通道，方便科研人员对观察病例定期随访，观察病人及时回传症状、体征等观察数据，对观察数

据汇总统计，分析论证。基于互联网+医疗的诊疗支撑服务方法和 SaaS 云平台，实现患者与医护

团队的健康协作交互；临床干预隐式反馈技术，增加患者对科室的粘性；小样本机器学习，适应医

疗领域特征。 

结果  糖尿病慢病随访管理 SAAS 平台 5 月 1 日上线启用云服务，截止 5 月 31 日 SAAS 平台试用

端纳入糖尿病慢病报到患者 41 人，34 人互动交互数据产生，活跃患者可达 84%。目前交互端设定

交互数据字段为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血压、体重，采用表单患者自行输入，另加入患者体征（头

晕、乏力、口干、视物模糊等）交互，采用表单多选方式勾选，后台集中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通

过糖尿病慢病随访管理 SAAS 平台试运行，大大提高了糖尿病慢病患者对医院和科室的满意度，试

用 SAAS 平台的交互问卷统计糖尿病慢病患者满意度达 98%。 

 结论  SAAS 云平台基于互联网，无需进行硬件建设，有利于糖尿病慢病患者随访大数据的高效管

理。发展 SAAS 云平台可以从互联网端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帮助基层首诊、分

级诊疗；而且可以节约医疗卫生资源，通过数据交互，增加医患协作，改善医患关系，使患者享受

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SAAS 平台的发展和整合，将大量积累患者个人健康数据，这些健康随访大

数据如可以保证其连续性、完整性，后续有效使用，将实现医疗异构数据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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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9 

老年冠心病合并糖尿病住院患者心源性死亡的临床特征 

 
刘芳会 1,周迎生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2.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目的  分析住院的老年冠心病合并糖尿病心源性死亡患者代谢异常特征及冠状动脉病变特点。 

方法  选择 200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院心内科住院的老年（年龄≥65 岁）、冠心病且心

源性死亡的患者，分为糖尿病组（85 例）和非糖尿病组（78 例），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心血管代

谢性危险因素；对于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共 79 例），根据冠状动脉造影报告分析两组间病变

血管、狭窄百分比及弥漫病变差异，计算 Gensini 评分。将糖尿病组按糖化血红蛋白（HbA1c）＜

6.5%及≥6.5%，进一步分为血糖控制稳定组（27 例）和血糖控制欠佳组（33 例），比较两亚组与

非糖尿病组各组间一般资料、心血管代谢性指标及冠状动脉病变差异。 

结果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与非糖尿病组相比，死亡年龄较低 [73(69,78)vs.75（71,81）岁, P 

=0.016]，高血压患病率低（63.5 %vs. 88.5%，P＜0.001），代谢性指标中除血糖外，差异主要表

现为 TG 水平升高[1.46（0.98,2.04） vs. 1.06（0.69,1.20）mmol/L, P =0.001]。冠状动脉病变方

面，两组多支病变、弥漫病变、管腔狭窄程度、闭塞病变及 Gensini 评分均无差异。亚组分析显

示，非糖尿病组、血糖控制稳定组（HbA1c＜6.5%）和血糖控制欠佳组（HbA1c≥6.5%）三组间，

年龄、吸烟史及 TG 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非糖尿病组死亡年龄大于血糖控制欠佳

组 [75(71,80)vs.73(69,76) 岁 ， P ＜ 0.05] ， 血 糖 控 制 稳 定 组 死 亡 年 龄 大 于 非 糖 尿 病 组

[77(73,83.5)vs.75(71,80) 岁 ， P ＜ 0.05] 。 血 糖 控 制 欠 佳 组 TG 水 平 高 于 非 糖 尿 病 组

[1.10(0.69,1.36)vs.1.53(1.07,1.98)mmol/L, P＜0.05]。 

结论  血糖控制稳定的老年冠心病合并糖尿病住院患者死亡年龄高于血糖控制欠佳者。因此，稳定

控制血糖有益于老年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 

 
 

PU-1210 

妊娠糖尿病诊断的一步法与两步法的随机对照研究 

及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李伟 1,姜燕 2,马良坤 1,平凡 1,李玉秀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山东省东阿县人民医院 

 

目的  妊娠合并糖尿病是妊娠期最常见的内科合并症之一，与巨大儿、大于胎龄儿、剖宫产率增加

及先兆子痫等不良结局的发生均密切相关，增加了孕产妇及围生儿的发病率及死亡率，而且也与母

子两代人 2 型糖尿病的发生相关。目前妊娠期糖尿病（GDM）的筛查与诊断标准国内外尚不统

一，一步法诊断的敏感性更高，但显著增加了 GDM 的患病率，且每名孕妇均须进行繁琐的 75g 

2hOGTT 三点血糖的测定，增加了医疗卫生的支出，因此有不少国际组织对此提出异议。本研究拟

对既往无糖尿病史的孕妇在妊娠 24-28 周进行一步法与两步法的随机对照研究并随访至分娩，探讨

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无显性糖尿病的孕妇 1600 例，于妊娠 24-28 周随机分为两组：A 组为一步法组，

直接行 75g 2hOGTT ；B 组为两步法组，先行 50g GCT 筛查，对服糖后 1h 血糖≥7.8mmol/L 的孕

妇进一步行 75g 2hOGTT，持续随访至分娩。记录患者年龄、孕次、产次、分娩孕周、身高、孕前

体重、分娩体重等。观察终点事件为脐血血糖、妊娠结局（新生儿体重、剖宫产、新生儿低血糖

等）。对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对各危险因素与新生儿体重之间进行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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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最终获得有完整资料的一步法组患者 659 名，两步法组患者 536 名。两组在年龄、孕次、产

次、孕前体重、孕前 BMI、孕期增重、妊娠合并症率、新生儿体重、脐血血糖、剖宫产率、巨大儿

发生率、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两组在 GDM 诊断率方面有统计学差异

（13.8% vs.8.2%,p<0.05），两步法组 50g 糖筛试验阳性率为 13.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新

生儿体重的危险因素有分娩体重、OGTT 空腹血糖、孕前 BMI、OGTT2h 血糖。 

结论  两步法虽在 GDM 检出率方面低于一步法，但对妊娠结局影响方面与一步法相比并无显著差

异，考虑到两步法可减少大部分患者的采血次数，因此推荐采用两步法诊断 GDM。 

 
 

PU-1211 

T2DM 患者服用二甲双胍不会减慢周围神经传导速度 

 
周利华,帅英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与血清维生素 B12、周围神经传导速度的关系 

方法  以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T2DM 患者为研究对象，根

据入院前降糖方案进行分组：服用二甲双胍（双胍组）和未服用二甲双胍（非双胍组），统计其一

般资料、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右侧胫神经感觉及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比较两组间血清维生素

B12、下肢神经传导速度的差异。 

结果  双胍组维生素 B12 水平明显低于非双胍组（P＜0.05），双胍组下肢神经传导速度并未低于

非双胍组（P＞0.05）。单双胍组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低于单胰岛素组（P＜0.05），单双胍组下

肢神经传导速度未低于单胰岛素组（P＞0.05）。 

结论  T2DM 患者口服二甲双胍致维生素 B12 水平降低，但并未影响周围神经传导速度。 

 
 

PU-1212 

肥胖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的影响 

——1185 例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 
 

邓瑞芬,苏杰英,赵文惠,肖雪娜,帅瑛,王昕,张金苹,卜石,邢小燕 

中日医院 

 

目的   探讨肥胖对 2 型糖尿病患者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 月~2013 年 3 月期间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1185 例（742 例

男性及 443 例女性）临床资料，根据体重指数(BMI，kg/m2)18.5~23.9、24~27.9、28~29.9、≥30

依次将患者分为 4 组，分别为体重正常组、超重组、I 度肥胖组和 II 度肥胖组，人数依次为 351、

499、178 及 157 例。将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大于 20ug/min 定为异常。利用 Cox 回归模型

分析患者不同体重指数分组情况下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异常的情况。 

结果  1185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平均病程为 10.09 年，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

（UAER）正常者为 830 例，异常者为 355 例。体重正常组、超重组、I 度肥胖组和 II 度肥胖组发

生 UAER 异常的比例分别为 21.9%、29.3%、32.6%及 47.1%，随着 BMI 的增加，UAER 异常率

呈逐渐增高的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多因素回归分析校正性别、年龄、病程、

糖化血红蛋白、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及吸烟史后，肥胖与 UAER 异常率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超重组、I 度肥胖组和 II 度肥胖组发生 UAER 异常的风险分别是体重正常组的 3.206（95%可信区

间 2.041-5.036）、2.134（95%可信区间 1.425-3.195）倍、2.036（95%可信区间 1.261-

3.287），p 值分别为 0.000、0.000 及 0.00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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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随着体重指数的增加，患者 24 小时尿微量白

蛋白排泄率异常的风险有增加的趋势，提示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可能更容易发生糖

尿病肾病。 

 
 

PU-1213 

北京地区青少年人群维生素 D 水平 

及其与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高珊 1,韩兰稳 1,付俊玲 2,冯丹 1,李戈 2,李玉 1,黎明 2 

1.北京朝阳医院西院 

2.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维生素 D 缺乏与心血管代谢异常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维生素 D 缺乏的标准以及其与糖

尿病和代谢综合征（MS）的关系仍存在争议，特别是缺乏青少年人群的研究证据。本研究基于北

京儿童青少年大型队列，调查北京地区青少年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探究其

与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招募来自“北京儿童和青少年代谢综合征”（BCAMS）研究队列研究对象 559 名（14-28

岁）。行 2 小时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采用稳态模型及糖耐量相关指标评估胰岛素抵抗

和胰岛 β 细胞功能。采用生物阻抗法检测体脂百分比（Fat%），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

清 25（OH）D、胰岛素水平。采用 2009 年国际共识诊断代谢综合征。 

结果  该人群维生素 D 缺乏的检出率（25（OH）D < 20 ng/ml）为 78.7%，其中男性 69.0%，女

性 89.4%。在调整性别、年龄和日照时间的偏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25（OH）D 水平与 Fat%（r = 

-0.083，P = 0.061）临界负相关；与空腹血糖（r = -0.088，P = 0.046）、 2 小时血糖（r = -

0.128， P = 0.004）及 HbA1c（r = -0.088，P = 0.047）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调整 Fat%后，除

与上述指标相关外，还与 OGTT 中 0.5 小时胰岛素（r = 0.091，P = 0.042）及胰岛素分泌指数 IGI

（r = 0.081，P =0.073）临界正相关；未发现血清 25（OH）D 水平与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的相关

性（P > 0.1）。协方差分析发现，血清 25（OH）D 水平在 2 型糖尿病明显低于糖耐量正常（P = 

0.003）、IFG（P = 0.009）和 IGT（P = 0.010）人群。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25（OH）D 水平处

于下三分位的人群发生代谢综合征风险是处于上三分位人群的 2.5 倍 (OR: 2.48; 95% CI: 1.13–

5.45, P < 0.05) 

结论  本青少年人群维生素Ｄ缺乏率高。血清 25（OH）D 水平降低与 2 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相

关，提示补充维生素Ｄ可能有益于青少年人群 2 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防治。 

 
 

PU-1214 

基于 IGMS 的低血糖分析 

 
胡渊,蒋鹏,段姗姗,石凌峰,张尹棣,杨蕾,肖钧方,邹密,段炼,钟健,陈静,倪银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利用信息化血糖管理系统（IGMS）评估全院非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现状 

方法  使用 IGMS 收集 2017 年我院非内分泌科住院糖尿病患者资料和血糖监测次数，血糖监测时

间点分别为：早餐前和早餐后、中餐前和中餐后、晚餐前和晚餐后、睡前、凌晨，分析各个时间点

的监测密度和低血糖总体发生率；将低血糖分层，血糖＜3.0mmol/l 为严重低血糖，血糖 3.0-

3.9mmol/l 为轻度低血糖，分析严重低血糖和轻度低血糖发生频率和好发时间点。 

结果  2017 年我院非内分泌科共出院糖尿病患者 2316 人，男性 44.86%，女性 55.14%，平均年龄

为 61.60±16.92 岁（其中男性 65.31±12.54 岁，女性 58.58±19.26 岁，P＜0.05）。2017 年非内分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75 

 

泌科血糖监测总次数 80439 次，总监测密度从大到小为：早餐前（21.97%）＞晚餐后（15.30%）

＞午餐后（13.97%）＞早餐后（12.11%）＞晚餐前（12.05%）＞午餐前（11.59%）＞睡前

（10.43%）＞凌晨（2.81%）。2017 年非内分泌科低血糖总体发生率为 1.27%（1022/80439），

其中严重低血糖发生率 0.29%（240/80439），轻度低血糖发生率 0.97%（782/80439）；各时间

点低血糖发生频率从高到低为：凌晨 2.74%＞早餐前 1.95%＞午餐前 1.37%＞晚餐前 1.24%＞睡

前 1.08%＞午餐后 0.93%＞晚餐后 0.81%＞早餐后 0.76%，严重低血糖发生频率从高到低为：凌

晨 0.75%＞睡前 0.43%＞晚餐前 0.38%＞早餐前 0.32%＞午餐前 0.27%＞晚餐后 0.24%＞早餐后

0.20%＞午餐后 0.19%。2017 年非内分泌科共有 673 例发生低血糖，占总住院例数 29.06%，其中

发生低血糖＜3 次的 419 例（62.26%），低血糖 3-4 次的 91 例（13.52%），低血糖≥5 次的 65 例

（9.66%）。 

结论  非内分泌科住院糖尿病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以中老年人为主，且男性平均年龄大于女性。

非内分泌科一般重视空腹及餐后血糖监测，餐前、睡前和凌晨的监测意识较弱，但低血糖甚至严重

低血糖却更容易发生在此阶段，严重影响患者安全；低血糖发生中以轻度低血糖为主，住院患者以

发生 3 次以下低血糖次数的居多，但仍有部分患者发生频率在 5 次以上。因此，对非内分泌的医生

和患者应加强血糖管理的宣传和教育，从而实现患者安全、平稳降糖。 

 
 

PU-1215 

１型糖尿病并酮症酸中毒病人护理心得 

 
梁育玉,李红利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１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病人的护理对策，促进病人的康复和提高病人生存质量。 

方法  对１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病人给予抢救治疗，同时加强心理护理、输液护理、胰岛素治疗的

护理、健康教育等，并相关文献学习。 

结果  该病人经积极抢救均救治成功，经进一步治疗和护理后，临床好转出院。 

结论  1 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需要终身胰岛素治疗。易出现糖

尿病酮症酸中毒。护士熟练掌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病因、临床表现、常见并发症、治疗方法，抢

救时娴熟的护理操作技术以及严密病情观察和病情稳定后的健康教育等是提高病人抢救成功率的有

力保证，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疾病的转归具有重要意义。 

 
 

PU-1216 

DPP-4 抑制剂对接受胰岛素强化治疗的初发 2 型糖尿病患者 

降糖疗效和血糖波动性的影响 

 
韩松梅,金昕晔,臧丽,孙迪,宋凌云,郭清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探讨 DPP-4 抑制剂对初发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强化降糖疗效和血糖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于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前瞻性收治初发初治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在 9%以上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 94 例，在胰岛素强化治疗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的基础上随机分为 DPP-4 抑制剂（磷酸西格列

汀）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血糖稳定性指标的变化。 

结果  DPP-4 抑制剂组 45 例，对照组 49 例，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程、BMI、有无糖尿病家族

史、HbA1c、HOMA-β、HOMA-IR，空腹及餐后 2 小时血糖、胰岛素、C 肽等基线资料无统计学

差异（P > 0.05）；治疗前，两组平均血糖、血糖标准差、最大血糖波动幅度、餐后血糖波动幅

度、平均血糖波动幅度等血糖波动性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治疗 7 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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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P-4 抑制剂组平均血糖[(9.36±1.21) mmol/L vs. (10.01±1.48) mmol/L，P ＜ 0.05]、空腹血糖

[(8.76±1.10) mmol/L vs. (9.37±1.59) mmol/L，P ＜  0.05]、餐后血糖 [(9.94±1.48) mmol/L vs. 

(10.71±1.74) mmol/L，P ＜ 0.05]、血糖标准差[(2.52±0.63) mmol/L vs. (2.91±0.90) mmol/L，P ＜ 

0.05]、最大血糖波动幅度[(9.67±2.66) mmol/L vs. (11.00±3.15) mmol/L，P ＜ 0.05]、餐后血糖波

动幅度[(2.59±0.78) mmol/L vs. (3.01±1.16) mmol/L，P ＜ 0.05]、平均血糖波动幅度[(5.11±1.31) 

mmol/L vs. (5.83±1.53) mmol/L，P ＜ 0.05]等血糖波动性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血糖波动次数

[(6.02±1.88) 次 vs. (7.17±1.77) 次，P ＜ 0.05]、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1.26±0.51) mmol/L vs. 

(1.50±0.43) mmol/L，P ＜ 0.05]、低血糖发生例数[3(6.67%) 例 vs. 7(14.29) 例，P ＜ 0.001]等指

标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DPP-4 抑制剂能进一步降低胰岛素强化治疗初发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并能减少血糖波动

性。 

 
 

PU-1217 

Alarin 水平在 2 型糖尿病人群中更高 

并受 Glucagon-like Peptide-1 受体激动剂调节 
 

杨刚毅 1,胡文静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 alarin 在人体的可能作用。 

方法  164 名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nT2DM),114 年糖耐量受损和 134 名健康受试者参与本项研

究。在干预研究中,60 名新诊断 T2DM 患者接受了长达 6 个月的 Glucagon-like Peptide-1 受体激动

剂治疗。并采用 ELISA 方式检测血浆 alarin 浓度 

结果   IGT 和 nT2DM 患者中血浆 alarin 浓度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0.41±0.15,0.53±0.21 和

0.36±0.10µg / L,P < 0.05 或 P < 0.01)，而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血浆 alarin 水平显著高于 IGT 人

群。alarin 正相关于 BMI, SBP, FBG, HbA1c, HOMA-IR, AUCglucose 和 TNFα (P <0.05 或 P 

<0.01)。多元逻辑回归显示,循环 alarin 水平与 IGT 和 2 型糖尿病发病相关. GLP-1RA 治疗 6 个

月，2 型糖尿病患者 alarin 水平明显上升(治疗前 0.34 ± 0.10,治疗 12 周后 0.39 ± 0.14, 治疗 24 周

后达到 0.38 ± 0.15 µg/L， P <0.05) 

结论  这些数据表明,alarin 可能参与 2 型糖尿病发病 

 
 

PU-1218 

西安市老年人胰岛功能分析 

 
胡颖辉,隋婧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西安地区进行的以社区为基础，对老年人群进行糖尿病及其代谢性疾病调查并长期随访管

理，以观察老年人群糖尿病及其它代谢疾病的影响因素和预防策略分析。 

方法  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以社区为基础的横断面研 

究，研究从 2014 年 6 月开始至 2016 年 9 月结束，抽取西安市 50 岁以上人群总人数 3001 人。计

算患者 BMI，测定血、FPG 、FINS、HbA1c、血糖及胰岛素水平，计算 HOMA-IS、 HOMA-IＲ、

HOMA-b、DI30/DG30、Ip/I0，比较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老年人胰岛功能。 

结果  HOMA-b,HOMA-IR, DI30/DG3,Ip/I0 在男女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性 HOMA-IS 高于男

性（P <0.05）。从 55 岁到 80 岁，HOMA-b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P <0.05），男性和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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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关趋势相同。 从 55 岁到 75 岁，HOMA-IR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P <0.05）。从 50 岁到

80 岁，随着年龄的增长，DI30/DG30 下降（P <0.05）。 但是，HOMA-IS 和 Ip / I0 没有随着年龄

显着变化。HOMA-IR，HOMA-b， 在城市居民中显着高于村民和郊区居民（P 

<0.01）。 城市居民的 HOMA-IS 低于农村居民和郊区居民（P <0.01）。 Ip / I0 没有地区差异。男

性空腹血糖中高于女性（P <0.05）。男女的 HbA1C，空腹胰岛素水平，餐后 2 小时胰岛素水平，

餐后 2 小时葡萄糖水平均无差异。从 55 岁到 80 岁，随着年龄增加，空腹胰岛素水平和餐后 2 小

时胰岛素水平下降（P <0.05）。从 50 岁到 80 岁，空腹血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随着年龄增加而增

加（P <0.05）。从 60 岁到 80 岁，HA1C 随年龄增加而增加（P <0.05）。空腹胰岛素水平和餐后

2 小时胰岛素水平在村民中高于郊区居民，低于城市居民 P <0.05）。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

和 HA1C 在郊区居民中低于城市居民和村代居民（P <0.05）。 

结论  在西安市老年人中，男女之间胰岛 b 细胞功能无明显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胰岛 b 细胞

功能逐渐减弱但胰岛素敏感性变化不明显。城市地区老年人胰岛功能优于城郊和农村地区。 

 
 

PU-1219 

神经鞘脂在糖尿病及其周围血管病变中的作用探讨 

 
赵心蕊 1,隋婧 2,施秉银 2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神经鞘脂是一类以（神经）鞘氨醇为共同骨架的复合脂的总称，包括神经酰胺、（神经）鞘

磷脂以及上百种的（神经）鞘糖脂。它们不仅是细胞膜的结构成分之一，而且是具有生物活性的信

号分子, 可作为第一和( 或) 第二信使调控细胞的生命活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1-磷酸鞘

氨醇及神经酰胺在糖尿病及心血管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关于其余神经鞘脂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旨在更全面的对包括 1-磷酸鞘氨醇及神经酰胺在内的多种神经鞘脂浓度在糖尿病及糖尿病合

并周围血管病变患者中的变化进行研究，为神经鞘脂在糖尿病及其周围血管病变所起的作用的进一

步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患者 147

名，分为单纯糖尿病组（N=32）、糖尿病合并周围血管病变组（N=59），健康对照组

（N=56）。用液相色谱质谱法检测样本血清中鞘氨醇、1-磷酸鞘氨醇、神经酰胺、1-磷酸神经酰

胺、葡萄糖神经酰胺、半乳糖神经酰胺、神经鞘磷脂、二氢鞘氨醇、1-磷酸二氢鞘氨醇共 9 种神经

鞘脂的浓度，通过 SPSS18 软件对不同组间 9 种神经鞘脂的浓度进行比较，并对糖尿病及周围血

管病变的相关危险因素与 9 种神经鞘脂浓度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1. 各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除葡萄糖神经酰胺外，其余 8 种神经鞘脂浓度在实验组均低于对

照组，其中 1-磷酸鞘氨醇、二氢鞘氨醇、1-磷酸二氢鞘氨醇浓度在对照组和单纯糖尿病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1-磷酸鞘氨醇、半乳糖神经酰胺浓度在对照组和糖尿病合并周围血管病变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2. 实验组间对比，二氢鞘氨醇浓度在糖尿病组较糖尿病合并周围血管病变组中降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 经过相关性分析，1-磷酸鞘氨醇与 BMI、总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呈正相关，

神经鞘磷脂与收缩压呈负相关，与高密度脂蛋白呈正相关，二氢鞘氨醇和空腹血糖呈正相关。 

结论  l. 不同神经鞘脂在糖尿病及其周围血管病变中的变化不同，大部分是降低的，其中 1-磷酸鞘

氨醇、二氢鞘氨醇变化更显著。2. 1-磷酸鞘氨醇、神经鞘磷脂以及二氢鞘氨醇与收缩压、BMI、甘

油三脂、总胆固醇、空腹血糖等显著相关，神经鞘脂与糖尿病及周围血管病变的相关危险因素可能

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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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0 

Kallmann 综合征伴胰岛素抵抗和 Y 染色体异常 1 例 

 
杨帆,王丽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 1 例 Kallmann 综合征伴胰岛素抵抗和 Y 染色体异常患者的疗效分析，探讨该病的诊

治方法。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男，22 岁，6 年前因第二性征发育不良到当地医院就诊，诊断为

“性发育异常”，未给予治疗。患者自幼嗅觉减退，足月顺产，智力正常。查体：无胡须喉结，阴囊

未触及睾丸，阴茎长约 2cm，阴毛、腋毛稀疏，Tanner I 期。上部量 92cm，下部量 90cm，上部

量/下部量＝1.02。骨盆前倾，膝过伸，走路鸭步态。父母否认近亲结婚史。辅助检查：睾丸及附

睾彩超提示阴囊均未探及睾丸回声，腹股沟管内可探及睾丸组织。嗅球和球束核磁提示双侧嗅球和

嗅束未显示。胰岛功能提示患者存在明显的胰岛素抵抗。FSH、LH、E2、T 均明显降低。戈那瑞

林兴奋实验提示：注射前及注射后 0、25、45、90 和 180min 测定 FSH 为<1.0、1.9、2.6、3.4、

3.2mIU/mL；LH 为<0.2、0.4、0.5、0.4、0.3 mIU/mL。染色体核型 46，XY，Yq+ (Y = 18)。 

结果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检查结果，诊断为 Kallmann 综合征、胰岛素抵抗。给予 GnRH 泵脉

冲治疗，戈那瑞林 10 μg/90 min；改善生活方式，口服二甲双胍。5 个月后患者声音低沉，出现小

喉结，阴毛、腋毛增多，阴茎增长到 3cm，睾丸较前增大，当地医院检查 FSH、LH 达到正常水

平，T 在正常低值，E2 仍低于正常，未予调整剂量。患者依从性较差，未按时复查。1 年后再次到

我院就诊，阴毛、腋毛较前增多，阴茎增长到 4cm，有阴茎勃起，睾丸站立时可下降至阴囊内，卧

位时回缩至腹股沟管内，睾丸较前增大，但 FSH、LH、E2、T 均低于正常水平。调整戈那瑞林剂

量为 16 μg/90 min，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结论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大 Y 是引起 Kallmann 综合征患者 GnRH 分泌减少的直接原因，但其

是否与本例患者先天性腺发育不良及治疗效果欠佳相关，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例患者存在明显的

胰岛素抵抗，这与 Kallmann 综合征引起睾酮水平明显降低相关。Kallmann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疾

病，临床医生应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对于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的患者，不能忽视患者是

否伴有嗅觉异常。此外，该病的治疗效果与患者的依从性、药物剂量的调整及治疗时机密切相关，

应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达到最佳疗效。 

 
 

PU-1221 

尿崩症 389 例临床分析 

 
李苹,张会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不同病因所致尿崩症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腺垂体功能减退情况、禁水加压素

试验结果、观察去氨加压素的临床疗效，以期为尿崩症的诊治提供更多思路。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研究方法对临床确诊为尿崩症的 389 例患者进行临床分析。收集临床资料，

应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采用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校正的 t 检验和 Mann-Whitney U

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尿崩症病因构成：CDI 占 96%，NDI 占 4%。CDI 的病因构成：特发性 59%，鞍区肿瘤

占 5%，颅脑术后 4%，，头颅外伤占 4%，空泡蝶鞍 2%，淋巴细胞性垂体炎 2%，Rathke
，
s 囊肿

2%，垂体发育不良 2%，组织细胞增生症 1%，囊肿致后叶异位 1%，遗传性 1%,其他未能明确病

因的继发性 CDI 占 18%。（2）禁水试验中部分性 CDI 最大尿渗透压为 675mOsm/kg H2O。部分

患者存在尿比重与尿渗透压明显不一致，禁水过程中尿比重达到 1.020 并不能排除尿崩症。体重过

低的 CDI 成年患者注射垂体后叶素 5U 造成脑水肿发生。（3）CDI 继发腺垂体功能减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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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轴为 30%，甲状腺轴为 15%，肾上腺轴为 14%。与特发性 CDI 相比，获得性 CDI 继发腺垂体

功能减退率更高（P＜0.05）。（4）CDI 最常见的影像学表现为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和垂体柄增

粗。13/15 例 NDI 患者泌尿系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尿路扩张。（5）CDI 患者口服去氨加压素制剂

疗效确切。NDI 患者应用氢氯噻嗪联合氯化钾治疗可有效缓解多尿症状。 

结论  1.特发性 CDI 最常见，继发性 CDI 最常见的病因是鞍区肿瘤、颅脑术后和头颅外伤。初诊病

因不明的尿崩症者需加强随访。2.测定尿渗透压比测定尿比重在诊断尿崩症中更有价值。3.体重过

低的成人在行加压素试验或治疗时垂体后叶素的用量应适度减少,以防脑水肿发生。 

 
 

PU-1222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合并蓝巩膜-成骨发育不全一例报道 

 
张萌萌 1,崔哲民 2,郭大燕 1,蔡依彤 1,关海霞 1,王晓黎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附属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垂体柄阻断综合征合并蓝巩膜-成骨发育不全的病例 

方法  分析患者的病史、家族史、体格检查、化验和物理检查。 

结果  1. 病史：患者，男性，19 岁，因“生长发育迟缓 12 年”于 2018 年 3 月入院。家族史：母亲浅

蓝色巩膜，既往易骨折，有轻度听力减弱，双胞胎哥哥浅蓝色巩膜，既往易骨折，身高比患者高

20 cm。 

2. 查体：身高 158cm，体重 53Kg，BMI 20.70Kg/m2，指间距 153cm，上部量 67cm，下部量

91cm，浅蓝色巩膜，无胡须，无喉结，无腋毛，甲状腺无肿大。乳房肿大，可触及乳核，有轻度

触痛，无溢乳。无阴毛，阴茎牵长 4cm，左侧睾丸蚕豆大小，质软，右侧睾丸蚕豆大小，质软，双

侧睾丸无触痛，腹股沟区未触及异常包块。自患病来无嗅觉缺失或嗅觉减退，无听力障碍，神志

清，精神可，饮食可，二便无异常，近期体重未见明显减轻。 

3.  化验及物理检查：LH <0.10 mIU/L, FSH 0.57 mIU/L。男性激素系列：TES＜0.69 nmol/l，

FTEST 5.42pmol/l。戈那瑞林兴奋试验提示 LH、FSH 低反应（LH 最高 0.38 mIU/L）。ACTH-皮

质醇（ 8:00AM ） 9.47 pg/ml ， 29.50 nmol/l 。 TSH 5.718 mIU/L ， fT4 7.18 pmol/L 。 GH 

<0.05ug/L。骨密度：腰椎骨质疏松。双手 DR 提示 14 岁骨龄。垂体 MR 平扫+增强：蝶鞍无扩

大，鞍底平直，垂体前叶形态较小，垂体柄缺如，后叶短 T1 信号异位至漏斗部，符合垂体柄阻断

综合征。眼科及听力检查等均未见异常。 

4. 诊断：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继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继发性肾上腺功能减退，继发性低促性腺性

性功能减退症，继发性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骨质疏松症，蓝巩膜-成骨发育不全，脂肪肝，胆

囊结石。 

5. 治疗：分别针对垂体各功能轴给予对症治疗（氢化可的松、优甲乐、HCG），针对骨质疏松、

成骨发育不全给予维生素 D、双磷酸盐治疗。并对患者及家属行二代测序待回报。 

结论  本报道中的蓝巩膜-成骨发育不全家系中存在一例垂体柄阻断综合征患者，目前垂体柄阻断综

合征病因中尚无成骨发育不全的文献报道，两种疾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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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3 

低血糖应激大鼠血清 FT3、FT4、TT4、TSH 水平 

及垂体组织 TSHβmRNA 表达的动态变化 

 
张博,姜雅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监测血清 FT3、FT4、TT4、TSH 及垂体组织 TSHβ mRNA、TSHβ protein 在低血糖应

激后的动态变化，探讨低血糖应激（hypoglycemia stress）对大鼠下丘脑-垂体-甲状腺（HPT）轴

的影响。 

方法  将 37 只 8 周龄雄性 Sprague Dawley 大鼠(体重 280-320g)随机分为 0 分钟组（即对照组）、

15 分钟组、30 分钟组、60 分钟组和 90 分钟组。实验大鼠均于麻醉状态下行颈动、静脉置管术，

置管后 16-24 小时内进行葡萄糖钳夹试验。对照组不行钳夹试验直接进行标本采集，实验组通过钳

夹试验建立低血糖大鼠模型（调节血糖波动于 2.2~2.8mmol/L），分别于低血糖持续 15 分钟、30

分钟、60 分钟、90 分钟后行心脏采血，采血后立即断头，迅速分离并取出垂体。采用 ELISA 法测

定各组大鼠血清 FT3、FT4、TT4、TSH 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分析各组大鼠垂体组织

TSHβ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法分析各组大鼠垂体组织 TSHβ protein 的表达。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实验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低血糖应激后，FT3 在 15 分钟、30 分钟组明显升高（p<0.05），60 分钟组、90 分钟组较

30 分钟组明显下降（p<0.05）；FT4 在 15 分钟组明显升高（p<0.05），90 分钟组较 15 分钟组、

30 分钟组、60 分钟组均明显下降（p<0.05）；TT4 在 15 分钟、30 分钟、60 分钟组明显升高

（p<0.05），但 3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0 分钟组较 15 分钟组、30 分钟组、60 分钟组均

明显下降（p<0.05）。TSH 在 60 分钟组较 0 分钟组、15 分钟组明显升高（p<0.05）。垂体 TSHβ 

mRNA 及 TSHβprotein 表达水平升高在 15 分钟组明显升高（p<0.05）。垂体 TSHβprotein 表达在

30 分钟组较 0 分钟组明显增加（p<0.05），60 分钟组、90 分钟组较 30 分钟组表达明显减少

（p<0.05）。 

结论  1、低血糖应激能影响大鼠 HPT 轴。2、低血糖应激可引起大鼠血清 FT3、FT4、TT4、TSH

水平先上升后下降。 

3、低血糖应激可引起大鼠垂体 TSHβ mRNA 表达水平先增加后减少。4、低血糖应激可引起大鼠

垂体 TSHβprotein 表达水平先增加后减少。 

 
 

PU-1224 

抗利尿不适当综合征 62 例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 

 
司马盼盼,孙良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我院住院并诊断为 SIAD 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

结分析，旨在加强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以及提高对该病诊治水平。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1 月住院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诊断为 SIAD 的 62 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目前病因有无肿瘤，分为 A 组和 B 组；按照年龄是否超过 60 岁（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60 岁以上为老年人），分为 C 组和 D 组，分别对其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指标

进行比较分析。 并分析治疗前后血钠水平变化情况，评估治疗效果。  

结果  1.一般数据：本研究共纳入 SIAD 患者 62 例，其中男性 40 例（64.5%），女性 22 例

（35.5%），男：女=1.82：1；平均年龄：（62.15±15.36）岁，其中 60 岁以上患者 38 例，占

61.3%；中位病程为 2（2 小时~4 年）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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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发病因及临床表现：SIAD 的原发病因以中枢神经系统 24 例（38.7%）及肺部良性疾病 16 例

（25.8%）占比最多，其次为恶性肿瘤性疾病 13 例（21%）。本研究对 7 例特发性 SIAD 患者进

行随访，1 例原发病因为肺癌者于出院半年时发现。SIAD 患者大部分以低钠血症引起的消化系统

症状 37 例（59.7%）及神经精神症状 13 例（21%）起病，可能掩盖了原发疾病 12 例（19.4%）

的表现。 

3.实验室检查指标：患者血 Na、血 Ca、血 Cl、HCT、UA、Sosm、Uosm 异常比例最高，整体低

钙（2.16±0.15 ）mmol/l、低氯（86.08±7.96）mmol/l、低红细胞压积（0.36±0.40）L/L 以及低尿

酸血症（134.65±63.92）umol/l。 

4. 62 例患者治疗后总体血钠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5. A 组与 B 组的比较：A 组血钠及血浆渗透压明显低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

组与 D 组比较,老年人血浆渗透压明显低于年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SIAD 原发病因以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肺部感染性疾病较为常见。                    

2.如果患者血钠水平较低，应注意积极筛查肿瘤的可能性；对于未发现明确病因者应密切随访，以

免漏诊恶性肿瘤。 

3.对症治疗中限水、利尿联合高渗盐水，单独应用托伐普坦片对 SIAD 疗效均良好。 

 
 

PU-1225 

儿童颅咽管瘤患者肿瘤占位效应 

解除前后神经内分泌功能 受损特点比较研究 

 
郭莹,钟历勇 

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颅咽管瘤为儿童鞍区最常见的先天性良性肿瘤。占儿童颅内原发肿瘤的 6%-10%、儿童鞍区

肿瘤的 50％以上。颅咽管瘤与下丘脑、垂体柄和垂体有密切的联系，常累及患儿下丘脑－垂体－

靶腺轴系功能，出现生长发育迟缓、多饮多尿等腺垂体与神经垂体功能受损的临床表现，严重影响

患儿生活质量。其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的特征表现出高度异质性。迄今为止，尚未检索到有关肿瘤

原位占位效应（MEIS）与肿瘤占位效应解除后（RMES）两种状态对儿童期颅咽管瘤患者神经内

分泌功能影响的大样本临床研究。比较研究颅咽管瘤患儿鞍区肿瘤原位占位效应（Mass Effects in 

Situ，MEIS）与解除占位效应(Removed Mass Effects，RMES)两种状态对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的

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2016 年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行手术治疗的 185 例儿童期颅

咽管瘤患者，比较肿瘤原位占位效应（MEIS）与肿瘤占位效应解除后（RMES）两种状态对颅咽

管瘤患儿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结果  RMES 与 MEIS 比较，生长激素-IGF - 1 轴受损由 47.03%升至 57.30%；垂体－甲状腺轴受

损由 20.00%升至 50.27%；垂体－肾上腺轴受损由 18.38%升至 43.78%；尿崩症由 26.49%升至

44.86%；病理性高泌乳素血症由 28.11%降至 20.54%，均有显著差异。摄食异常与肥胖、体温调

节异常、睡眠障碍、人格异常与认知受损比率均有升高(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颅咽管瘤患儿内分泌功能受损较为普遍，MEIS 状态与 RMES 状态对儿童期颅咽管瘤患者神

经内分泌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外科治疗可进一步增加患儿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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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6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 6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魏伟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提高对垂体柄阻断综合征这种罕见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并分析本院 6 例垂体柄（4 例男性，2 例女性）阻断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 

结果  患者主要表现为第二性征不发育或生长发育迟缓，无垂体后叶功能不全表现，所有患者均存

在生长激素缺乏、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5 例合并肾上腺皮质储备功能不足，5 例合并有

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其中 4 例患者临床并无相应表现。垂体 MRI 增强可见垂体前叶发育不

良，垂体柄缺如，垂体后叶异位，激素替代治疗是有效手段。 

结论  PSIS 临床少见，以第二性征不发育或生长发育迟缓为主要表现，合并部分性或完全性垂体前

叶功能减退而垂体后叶功能正常，MRI 有特征性表现，临床医师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早期治疗，

改善预后。 

 
 

PU-1227 

从一例下丘脑错构瘤致中枢性性早熟谈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沈如飞,郑宏庭*,隆敏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一例下丘脑错构瘤致性早熟患儿的临床特点，揭示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方法  对我院 2018 年收治的一例下丘脑错构瘤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主要的临床特征和

功能学诊断方法。 

结果  患儿，男，3 岁，因“发现性早熟 2 年余，鞍区占位术后 1 年余，射频消融术后 6 月余”入院，

2 年余前，患儿出生时出现肺炎，曾多次因支气管肺炎住院，2 年余前出现外生殖器发育，身高、

体重增长加速，易激惹，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于神经外科行开颅鞍区占位切除术，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行癫痫射频消融，术后癫痫发作消失，仍有身高、体重增长过快，仍有间断阴茎勃起，故来

就诊。入院查体：查体不配合，体形较同龄儿童明显偏大，身高 121 cm，体质量 36.1 kg，发音低

沉，构音欠清晰，唇上有小胡须，喉结突出，阴毛 P3 期，阴茎粗长，牵长约 8.5 cm，阴囊色素沉

着明显，双侧睾丸容积约 10 ml。实验室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甲功、促肾上腺激素、生

长激素正常，雌二醇 45 pg/ml，睾酮 27.86nmol/L，孕酮 0.2 ng/ml，催乳素 37.01 ng/ml，促卵泡

刺激素 2.47 mIU/ml，促黄体生成素 3.95 mIU/ml，硫酸脱氢表雄酮 41.5 ug/dl，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27.2 nmol/L；左手 X 片是腕骨骨龄相当于 11 岁，掌指骨及尺桡骨远端骨龄相当于 13 岁；超声示

右侧睾丸 30mm×15mm，左侧睾丸 29mm×14.5mm，回声欠均质。 

结论  该患儿症状和体征均提示性早熟，实验室检查提示已有青春期启动（睾酮已正常成人水平，

LH、FSH 明显升高，GnRH 兴奋试验提示 LH 峰值/FSH 峰值>0.6 且 LH 峰值>5 IU/L），影像学和

既往病史提示骨龄超前和下丘脑错构瘤，经手术切除后性早熟症状无改善，经射频消融术后对癫痫

发作有控制作用，对于有性早熟症状的患儿应及早进行 GnRHa 类药物治疗，以期早期控制性早熟

症状。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83 

 

PU-1228 

下丘脑错构瘤致中枢性性早熟一例 

 
沈如飞,郑宏庭*,隆敏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一例下丘脑错构瘤致性早熟患儿的临床特点，揭示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方法  对我院 2018 年收治的一例下丘脑错构瘤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主要的临床特征和

功能学诊断方法。 

结果  患儿，男，3 岁，因“发现性早熟 2 年余，鞍区占位术后 1 年余，射频消融术后 6 月余”入院，

2 年余前，患儿出生时出现肺炎，曾多次因支气管肺炎住院，2 年余前出现外生殖器发育，身高、

体重增长加速，易激惹，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于神经外科行开颅鞍区占位切除术，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行癫痫射频消融，术后癫痫发作消失，仍有身高、体重增长过快，仍有间断阴茎勃起，故来

就诊。入院查体：查体不配合，体形较同龄儿童明显偏大，身高 121 cm，体质量 36.1 kg，发音低

沉，构音欠清晰，唇上有小胡须，喉结突出，阴毛 P3 期，阴茎粗长，牵长约 8.5 cm，阴囊色素沉

着明显，双侧睾丸容积约 10 ml。实验室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甲功、促肾上腺激素、生

长激素正常，雌二醇 45 pg/ml，睾酮 27.86nmol/L，孕酮 0.2 ng/ml，催乳素 37.01 ng/ml，促卵泡

刺激素 2.47 mIU/ml，促黄体生成素 3.95 mIU/ml，硫酸脱氢表雄酮 41.5 ug/dl，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27.2 nmol/L；左手 X 片是腕骨骨龄相当于 11 岁，掌指骨及尺桡骨远端骨龄相当于 13 岁；超声示

右侧睾丸 30mm×15mm，左侧睾丸 29mm×14.5mm，回声欠均质。 

结论  该患儿症状和体征均提示性早熟，实验室检查提示已有青春期启动（睾酮已正常成人水平，

LH、FSH 明显升高，GnRH 兴奋试验提示 LH 峰值/FSH 峰值>0.6 且 LH 峰值>5 IU/L），影像学和

既往病史提示骨龄超前和下丘脑错构瘤，经手术切除后性早熟症状无改善，经射频消融术后对癫痫

发作有控制作用，对于有性早熟症状的患儿应及早进行 GnRHa 类药物治疗，以期早期控制性早熟

症状。 

 
 

PU-1229 

影响中国人群垂体腺瘤患者手术前后女性性腺功能相关因素分析 

 
黄新梅,刘军,吴跃跃,陈灶萍,查兵兵,丁和远,徐炯,王芳,杨敏,张瑞,盛励,孙田歌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经碟手术治疗中国人群育龄期垂体腺瘤女性性腺功能紊乱危险因素。 

方法  评估 320 例 16-44 岁垂体腺瘤女性手术前后性腺功能，性腺功能评价依靠月经周期及性激素

水平。 

结果  3 例患者同时合并有妇科疾病，治疗前 283(89.3%)例患者性腺功能紊乱，34(10.7%)例性腺

功能正常，Logistic 回归显示高泌乳素血症(P=0.028,OR=1.020,95%CI=1.002-1.040)是育龄期垂体

腺瘤女性治疗前性腺功能紊乱的独立危险因素，且月经紊乱人群中泌乳素水平与雌二醇（E2）(r=-

0.233, P<0.01)及黄体生成素（LH）(r=-0.150, P<0.05)呈负相关。基于 ROC 曲线，泌乳素水平高

于 111.85 ug/L(敏感性 51.6%,特异性 96.9%) 时可以预测性腺功能紊乱。经碟手术治疗 189 例， 

术后随访 130 例(68.7%)性腺功能紊乱，59 例(31.2%)性腺功能正常，经碟手术可恢复患者性腺功

能（P<0.01），术后性腺功能与术后第一天睾酮水平(OR=0.112; 95%CI=0.016-0.779;P<0.05)及

肿瘤侵袭性(OR=6.783;95%CI=1.624-28.325;P<0.01)独立相关。 

结论  中国人群育龄期垂体腺瘤女性治疗前性腺功能紊乱是由于高泌乳素血症引起的促性腺激素缺

乏，经碟手术可恢复患者性腺功能，肿瘤侵袭性及术后第一天睾酮水平是预测术后性腺功能紊乱的

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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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0 

肢端肥大症并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一例报告 

 
朱凌云,种琨瑛,尹亮,孙侃,常向云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一例肢端肥大症并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诊治过程。  

方法  女，56 岁，因“头晕伴口唇略增厚，打鼾 1 年”行核磁发现垂体占位病变 1cmx0.8cmx1.2cm。

130/70mmHg,160cm,60kg。无手足改变。垂体功能评估：ACTH:20pg/ml(参考值 7.2-63.3),皮质醇

节律：8am: 392.95 nmol/l, 0am:41.83 nmol/l ； IGF-1:602ng/nl(参考值 81-238)，甲状腺功能及性

激素正常。5hOGTT 试验+葡萄糖生长激素抑制试验：血糖依次为：0h:4.9mmol/l（参考值 3.9-

6.1），0.5h:7.65mmol/l，1h: 9.39mmol/l，2h: 7.59mmol/l, 3h: 5.9mmol/l, 4h: 4.5mmol/l, 5h: 

3.6mmol/l; 胰岛素依次为： 0h:89.85( 参考值 17.8-173pmol/l) ， 0.5h ： 345.15pmol/l ， 1h: 

567.6pmol/l，2h:340.65pmol/l，3h: 131.03pmol/l，4h: 39pmol/l，5h: 28.05pmol/l；C 肽依次为：
0h:0.28nmol/l ,0.5h: 0.67nmol/l ,1h: 1.19nmol/l ,2h: 1.08nmol/l ,3h: 0.68nmol/l ,4h: 0.34nmol/l ,5h: 

0.29nmol/l; 生长激素依次为：0h：3.473ng/ml,0.5h:2.442ng/ml, 1h: 2.344ng/ml, 2h: 2.089ng/ml, 

3h:2.089ng/ml ,4h:2.684ng/ml, 5h:3.543ng/ml。善宁敏感试验：善宁 0.1mg 皮下注射后 0h, 2h ，

4h,  6h, 8h 生长激素依次为：6.135ng/ml，1.010ng/ml，0.946ng/ml，1.495ng/ml，2.491ng/ml。

并发症筛查：睡眠监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脏彩超及胃镜肠镜（-），MEN 筛查：血钙，血

磷，甲状旁腺激素正常，甲状旁腺扫描（ -）。甲状腺彩超正常，胰腺增强 CT：胰头区占位

（1cmx1cm），并低位胆道梗阻征象。PET/CT:胰头区占位，FDG 轻度摄取，考虑良性病变，胆

总管下段轻度扩张。  

结果  诊断为“肢端肥大症并神经内分泌肿瘤”，垂体腺瘤手术成功切除，胰腺占位病变随诊观察。  

结论  临床诊断垂体瘤均需筛查 MEN 或者神经内分泌肿瘤。  

 
 

PU-1231 

垂体泌乳素瘤并多囊卵巢综合征一例报告 

 
朱凌云,朱余蓉,崔丽娟,孙侃,常向云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一例患垂体泌乳素瘤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治。  

方法  患者，女性，20 岁，2016 年以“月经紊乱 3 年余”入院。肛超：双侧卵巢呈多囊卵泡（双侧

均>12 个），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服用达英 35 来月经，停用闭经，泌乳素 191ng/ml。既往

史：桥本氏甲状腺炎，间断服用优甲乐。家族史：双胞胎姐姐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泌乳素正

常。查体：160cm，56 公斤，BMI:21.9kg/m2, 甲状腺 II 度肿大，质软，无压痛，触发泌乳阳性。

ACTH:20.59pg/ml（7.2-63.3）,皮质醇节律正常,IGF-1: 145ng/ml（141-483）,甲状腺功能：TSH: 

5.63mIU/L（参考值 0.27-4.2）,FT4:7.85pmol/l，AB-TPO:69.3IU/L（参考值<34）,余正常。性激

素六项： LH: 0.42IU/L, FSH<0.10IU/L, E2< 5pmol/l, PRL:105.2ng/ml, P:0.81nmol/l, T:0.23 

nmol/l。 3hOGTT 试验+葡萄糖生长激素抑制试验：血糖(mmol/l)依次为：0h:4.45（3.9-6.1），

0.5h:5.82， 1h:5.27， 2h:5.51,3h: 5.75;胰岛素 (pmol/l)依次为 :0h:46.75(参考值 17.8-173)，

0.5h:783.11 ， 1h: 367.88 ， 2h:316.26 ， 3h: 200.6 ； C 肽 (nmol/l) 依 次 为 ： 0h:0.32(0.25-

0.6),0.5h:1.97,1h:1.62 ,2h:1.33,3h:1.13; 生长激素(ng/ml)依次为：0h:0.575, 0.5h:0.258, 1h:0.215, 

2h:0.204, 3h:0.132。溴隐亭敏感试验(2.5mg)：0h, 2h ，4h, 6h, 8h 泌乳素（ng/ml）依次为：

130.4，52.83，45.07，29.01，39.38。垂体核磁：垂体微腺瘤。溴隐亭早 1.25mg 中 1.25mg 睡前

2.5mg，复查：LH: 15.17IU/L,FSH: 5.9 IU/L, T: 1.38nmol/l，PRL：11.4ng/ml，月经未恢复，多次

复查 LH>FSH。加用达英 35，规律来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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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规律应用溴隐亭和达英 35，患者月经规律。  

结论  临床中既有泌乳素瘤又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多见，需要治疗随诊观察。  

 
 

PU-1232 

下丘脑综合征并全垂体功能减退反复高血钠高血糖一例报告 

 
朱凌云 1,朱余蓉 1,马天水 1,拉扎提.马哈什 1,孙侃 1,张化冰 1,2 

1.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报告一例 2 型糖尿病合并颅咽管瘤术后出现下丘脑综合征并全垂体功能减退反复高血钠高血

糖的诊治过程。  

方法  女,56 岁,因“ 发现血糖高 3 年余,反复意识障碍 3 次，加重 1 日”入院。既往格华止 0.5tid，拜

糖平 50mgtid，餐前血糖 7mmol/l。4 月前鞍区颅咽管瘤 2.7cmx1.8cmx3.0cm（累及第三脑室）手

术，术后强的松 5mgqd，优甲乐 50ugqd，弥凝 0.1mg 睡前口服。病程中患者渴感减退，主动饮水

少，夜间出现睡眠障碍，认知功能障碍。入院前 10 天停用弥凝及强的松，尿量增加，饮水少。术

后曾 3 次出现高血糖，高血钠及意识障碍。血糖:48-56mmol/l，血钠:152-180mmol/l。查体 T36.5

度，P100 次/分，R 23 次/分，BP 89/56mmHg。嗜睡状,全身皮肤干燥,甲状腺及心肺腹正常。血常

规 wbc6.8X10^9/l,Hb103g/l, PLT70X10^9/L,BUN15.9mmol/l, Cr183umol/l, 尿酸 515umol/l，血糖

48mmol/l,血钾 3.4mmol/l,血钠 180mmol/l,血酮体 (+)，尿比重 1.015。ACTH1.65pg/ml(7.2-

63.3),IGF-1:53.8ng/ml (81-238), TSH0.02mIU/L(0.27-4.2) ,TT3:0.58nmol/l(1.3-

3.1),TT4:50.24nmol/l(66-181),FT3:1.77pmol/l （ 3.1-6.8),FT4:11.17pmol/l （ 12-

22) ,LH2.56.IU/L,FSH7.01IU/L,空腹胰岛素 42.14pmol/l(17.8-173),空腹 C 肽 1.16nmol/l(0.25-

0.6)，胰岛素(2h)101.83pmol/l, C 肽(2h)1.24nmol/l，HbA1c7.3%。治疗：0.45%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及 5%葡萄糖 2000ml 缓慢静点，胰岛素 2-5u/h 缓慢持续泵入。患者饮水 1500-2000ml/d，

强的松 3.75mgqd，优甲乐 50ugqd，弥凝早 0.025mg 中 0.025mg 睡前 0.05mg，诺和锐早 10u 中

10u 晚 8u。  

结果  血钠:135mmol/l，血糖:7-9mmol/l。  

结论  下丘脑综合征中高血糖可随高血钠的纠正而改善，量出为入，家人协助饮水能减少高血钠高

血糖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PU-1233 

颅咽管瘤患者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分级评价的初步探索 

 
王尧,张亚卓,钟历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颅咽管瘤神经内分泌（下丘脑-垂体-靶腺轴系）功能受损呈高度异质性，恰当地评价其功能

受损程度具有挑战性。本研究旨在初步探索颅咽管瘤神经内分泌功能分级评价的策略。 

方法  根据既往北京天坛医院颅咽管瘤的研究文献结合相关指南、专著等改良并制定颅咽管瘤神经

内分泌功能受损评价指标，采用加权积分将颅咽管瘤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程度分为 4 级（0－3

级），其中 0 级为功能正常，3 级为功能受损最严重,建立神经内分泌功能分级评价标准。本研究前

瞻性连续纳入一般情况稳定、术后经病理免疫组化诊断证实为颅咽管瘤的患者 37 例。在住院期间

以上述功能评价标准与功能分级策略对颅咽管瘤患者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程度进行分级功能评价。 

结果  (1). 神经内分泌功能缺陷分级评价总体情况：本组颅咽管瘤患者神经内分泌功能分级（0、

1、2、3 级）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0％、18.9％、67.6％和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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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丘脑功能受损组分在各功能分级中均有出现，下丘脑功能组分受损越多的患者其功能分级越

高，病情更严重，但以中枢性尿崩症尤为显著，在各功能分级（0、1、2、3 级）中所占比例分别

为 0％、66.67%、56.67%和 31.25%。 

(3). 垂体-靶腺各轴系功能受损在不同功能分级中的构成比相对均等，但高泌乳素血症（垂体柄效

应）随着功能分级的递增其比例也在逐渐增多，在各功能分级（0、1、2、3 级）中所占比例分别

为 0％、0％、8.26%和 17.86%。表明此功能分级评价标准除有效判断垂体-靶腺功能受损情况外，

还可有效了解垂体柄受损程度。 

结论  颅咽管瘤神经内分泌功能评价标准与功能分级不仅可有效评估患者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程

度，还可以精准地评价下丘脑功能受损组分与垂体-靶腺轴系功能受损情况。 

 
 

PU-1234 

以糖尿病就诊的垂体生长激素瘤 1 例病例报告 

 
朱余蓉,朱凌云,常向云,孙侃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一例垂体生长激素瘤-肢端肥大症患者的诊治过程。 

方法  52 岁，女性，以“发现血糖高 5 年余”于 2017 年 11 月入院，院外予以诺和锐 30 胰岛素一日

总量 30u 降糖，HBA1C7.6%，查体发现患者下颌突出、反咬颌、口唇厚、齿缝宽、舌缘可见齿

痕、手足略粗大，故行肢端肥大症筛查，查 IFG-1:315ng/ml 升高 ,葡萄糖生长激素抑制实

验 :FBG:8.23mmol/L,0hGH:2.344ng/ml,0.5hBG:14.04mmol/L,0.5hGH:2.315ng/ml,1hBG:16.59mm

ol/L,1hGH:1.466ng/ml,2hBG:19.92mmol/L,2hGH:2.847ng/ml,3hBG:15.20mmol/L,3hGH:15.20ng/

ml,生长激素均>1 ng/ml 不能被抑制，甲功、PTH、ACTH、皮质醇节律、性激素、视野、甲状腺彩

超、甲状旁腺彩超、睡眠呼吸监测、 胰腺 CT 均未见异常，电子胃镜：幽门管溃疡、慢性胃炎（胃

粘膜活组织病检排除胃泌素瘤），电子肠镜未见异常，垂体 3.0 平扫+增强 MRI:空泡蝶鞍征象，联

系 MDT 会诊，考虑垂体生长激素瘤可能性大，经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同意，转入脑外科后行经颅内

镜经鼻碟垂体瘤切除术。 

结果   本例患者术后病检：符合垂体腺瘤，肿瘤大小约 1.3cm*0.6cm*0.3cm, 免疫组

化:CgA(+)Syn(+)PRL(散在弱+)ACTH(-)TSH(-)GH(+)Ki-67(1%+)，诊断垂体生长激素瘤-肢端肥大

症明确。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复查 IFG-1、GH 基本恢复正常范围，且目前改为口服药物降糖治

疗，血糖控制平稳。 

结论  本例患者临床表现及 IGF-1 高、葡萄糖生长激素抑制试验生长激素不被抑制符合垂体生长激

素瘤表现，但垂体 MRI 示空泡蝶鞍，而未提示垂体瘤征象，易被误诊，故联系多学科会诊后行手

术后明确诊断。垂体生长激素瘤-肢端肥大症起病大多数隐匿，病程长，可引起软组织、骨骼及内

脏的增生肥大及内分泌代谢紊乱，一般病例晚期因周围靶腺功能减退，代谢紊乱，抵抗力降低，大

多死于继发感染及糖尿病并发症、心力衰竭及颅内肿瘤之发展，故需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早发现，

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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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5 

以高血糖高渗状态为首发症状 

就诊的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一例 

 
王斐,全会标,陈道雄,陈开宁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例以高血糖高渗状态为首发症状就诊的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进行复习，累及多

系统、多脏器，包括下丘脑-垂体等，引起的器官功能障碍，减少误诊率和漏诊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诊疗过程 

结果   25 岁女性，因“闭经、多饮、多尿 5 年，加重伴乏力 10 天”就诊，5 年前第二胎人工流产后

出现闭经，并逐渐出现多饮和多尿，每日饮水量最高达 10L，尿量与饮水量相当，体重增加约

30kg，急诊随机血糖 30.72mml/L，血钠 172mmol/L，D3 羟丁酸和血气分析正常，查体：BMI 

30.08kg/㎡，腹型肥胖，轻度脱水貌，呼吸音粗，生命体征平稳；诊断 2 型糖尿病、高血糖高渗状

态，经过大量补液和胰岛素治疗，病情好转但仍多尿，禁水加压试验提示完全性中枢性尿崩症；皮

质醇节律和甲状腺功能正常，伴低促性腺释放激素型性腺功能减退（GnRH 兴奋试验 LH 0 分钟

1.72IU/L，高峰在 15 分钟为 12.42IU/L）；垂体 MRI 平扫+增强：乳头体前方强化结节影，大小约

0.6×0.7×1.1cm，垂体后叶高信号未见，经放射科和神经外科联合会诊，考虑为下丘脑肿瘤转科手

术，术后病理：慢性炎症，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修正诊断为淋巴细胞性垂体炎，术后出现全垂

体功能减退症，给予激素替代治疗。6 个月后，患者因右下肢疼痛 2 个月入院，股骨 CT：右股骨

上段内侧骨皮质见偏心性等密度影，范围约 1.5×1.5×2.2cm，局部突破骨皮质向肌肉生长，全身骨

ECT：右侧股骨上段内侧和右侧眼眶外侧缘骨质病灶；病理活检考虑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不能完

全排除炎症性病变；转科手术术后病理：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CD1a、CD68、S100 均阳

性）。2 个月后因右眼眶肿痛入院，查体：皮肤散在红色丘疹，右眼眶肿胀伴压痛，肝肿大明显；

考虑为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多系统侵犯，将下丘脑垂体病理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可见少量朗格

汉斯组织细胞，少数细胞 CD1a+。最终诊断：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广泛型），转诊血液内

科先后进行多次化疗，效果欠佳 

结论  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病变可局限，也可多系统侵犯，该例患者首先侵犯下丘脑垂体，

出现尿崩症、闭经，但第一次就诊以高血糖高渗状态症状，存在隐匿性，此后才出现骨骼、皮肤和

肝脏的受累，临床表现异质性，误诊和漏诊率高 

 
 

PU-1236 

1 例以尿崩症为主要表现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林毅,黄云鸿,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1 例以尿崩症为主要表现的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的临床资料，复习该疾病的诊断标

准以及对内分泌系统影响，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对患者进行详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相关辅助检查，尤其是内分泌相关功能评估，进行临

床分析及总结。 

结果  （1）患者男性 24 岁，因“口干、多饮、多尿 4 周”入院。24 小时尿量 10L 以上。尿常规示：

尿比重小于 1.005。既往史：患者曾因两肺气胸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提示组织细胞瘤样增生。

（2）入院体检：BP 120/80mmHg， BMI 22.4kg/m2，胸部可见陈旧手术疤痕，左侧外耳道皮肤破

溃伴流脓。（3）实验室检查：尿液分析，色淡黄，尿比重 1.000；胸部 CT:双肺多发囊样影及少许

小叶中央结节；垂体增强 MRI：垂体柄增粗。左侧外耳道镜检：左侧外耳道肿物伴感染，病理切片

可见成片的朗格汉斯细胞(LC），多量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提示嗜酸性肉芽肿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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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分泌功能检查：禁饮加压素试验提示完全性中枢性尿崩症，OGTT 血糖值正常范围，肾素血

管紧张素醛固酮数值正常范围，垂体性腺轴，甲状腺轴，皮质醇及 ACTH 昼夜节律，血清泌乳素水

平均正常范围。 

结论   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LCH）在临床上是一组异质性疾病，其临床表现与受累脏器有

关。该患者病理分型为嗜酸性肉芽肿，约占 LCH 病例的 70%。患者外耳道溢为耳道软组织或骨组

织郎格汉斯细胞增殖和浸润的结果；气胸为郎格汉斯细胞肺部浸润结果；尿崩症为郎格汉斯细胞侵

袭下丘脑及垂体结果。诊断本病的重要依据是对受累脏器进行病理检查，尤其是电镜下找到具有

Birbeck 颗粒的 LC 细胞，结合临床即可确诊。治疗反应及预后与病理类型及受累脏器功能有关。 

 
 

PU-1237 

肢端肥大症患者合并甲状腺结节的 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杨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肢端肥大症合并甲状腺结节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09 年 5 月至 2018 年 1 月，出院诊断包含“肢端肥大症”的所

有住院患者资料，收集整理进行了甲状腺彩超检查的全部肢端肥大症患者的临床数据。应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估肢端肥大症合并甲状腺结节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在共 240 例肢端肥大症出院患者中，仅 70 例（29.17%）完成了甲状腺彩超检查，检查结果

显示合并甲状腺结节 56 例（56/70，80%），其中 6 例甲状腺结节为恶性（6/70，8.57%），均为

甲状腺乳头状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病程是本组肢端肥大症患者合并甲状腺结节的独

立危险因素（P=0.035），未发现性别、年龄、GH 水平等与肢端肥大症患者合并甲状腺结节相

关。 

结论  肢端肥大症病程是合并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识别肢端肥大症，并对肢端肥大症

患者常规行甲状腺彩超检查对降低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漏诊率有重要临床意义。 

 
 

PU-1238 

急性/亚急性自身免疫性垂体炎一例 

 
许婧,徐淑静,叶萌,时立新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垂体炎是一种较为少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确诊依靠病理活检，临床容易与其他

鞍区疾病，如垂体瘤、继发于全身或感染性疾病的垂体病变混淆，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本文分析 1

例我院收治的急性/亚急性自身免疫性垂体炎，探讨本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 

方法  对患者进行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 

结果  病史特点：患者女性，53 岁，因头痛 3 年，再发半年，加重 1 月入院。表现为左侧头颞部阵

发性胀痛，伴张口受限、左眼睑上抬不能、溢泪、复视、视力下降。否认产后大出血、产后无乳病

史，50 岁绝经。体格检查：T 36.8℃， BP 140/100mmHg，BMI 18.9kg/m2，急性重病容，阴毛、

腋毛分布正常，甲状腺无肿大，余查体无异常。血沉增快（108mm/h），皮质醇（8:00）降低

（2.79ug/dl），TPOAb 阳性，性激素：LH 降低（0.04IU/L），FSH 降低（3.01IU/L），PRL、

E2、PRGE、TSTO 正常。ACTH（8:00）、生长激素、IGF-1、尿比重、尿渗透量、血清 IgG4、

β-hCG 、QFT、ANA 抗体未见异常。垂体 MRI：垂体柄居中略增粗，鞍区病变包绕垂体窝及双侧

海绵窦生长，增强后明显强化，垂体显示不清，垂体柄、邻近斜坡及脑膜可见强化。视野检查：右

眼下方弓形暗点，左眼上半视野缺损。患者有急性压迫症状，血沉增快，垂体前叶肾上腺轴、性腺

轴均受累、垂体 MRI 提示垂体柄增粗，且同时其他结果可除外垂体生殖细胞瘤、IgG4 相关垂体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89 

 

炎、结核、结缔组织病及继发于全身疾病或急性感染性疾病的垂体病变等。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推

荐疑诊标准，可诊断急性/亚急性自身免疫性垂体炎。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1.0g 每日 1 次静滴，连

续 3 天后改为醋酸泼尼松 1mg/kg 每日 1 次口服，连服 4 周后每周减 5mg，减至维持剂量 10mg/

天，总时间持续 4 月。2 周后患者头痛、视物模糊及复视症状消失，血沉降至 47mm/h，甲功正

常，垂体 MRI 示：垂体显示较前清晰，病灶较前缩小，垂体柄较前清晰，邻近斜坡及脑膜厚度较

前变薄。 

结论  1）急性压迫症状、血沉增快、不同程度垂体功能减退、影像学提示垂体柄增粗等典型表现下

需高度疑诊本病。 2）早期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能缓解患者临床症状，缩小肿大垂体及垂体柄，恢

复受损垂体功能。 

 
 

PU-1239 

泌乳素瘤临床应对的中国内分泌医师问卷调查研究 

 
季立津,伊娜,张琦,张烁,刘晓霞,鹿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了解当前中国内分泌医师对泌乳素瘤相关临床问题的实践情况，为探讨泌乳素瘤的规范化诊

治提供依据。 

方法  参照国外的泌乳素瘤调查问卷设计了中文版问卷调查表。选取全国东西南北中省会或发达城

市共 12 个，调查该城市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及一家综合性二级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 290 份，问卷应答率 40.27 %。281 例（96.9%）接受调查的内分泌科医师

表示会在发现泌乳素升高时常规加测 TSH。仅 8.62%的内分泌科医师认为泌乳素＞250ng/ml 在泌

乳素大腺瘤、泌乳素微腺瘤、巨泌乳素血症、药物引起高泌乳素血症均可发生。泌乳素微腺瘤治疗

时机，41.72%的内分泌医师选择有症状时治疗； 93.79%表示不会选择手术作为泌乳素微腺瘤首选

治疗。69.66%的内分泌医师推荐泌乳素微腺瘤患者药物治疗至泌乳素正常后 2-3 年停药。泌乳素

大腺瘤的治疗，92.41%的内分泌科医师选择发现即治疗，59.66%支持长期用药维持。正在服用溴

隐亭的女性泌乳素微腺瘤及大腺瘤患者妊娠后，内分泌科医师推荐停药的比例分别是 63.10%和

27.24%。关于哺乳的问题，43.79%的内分泌科医师认为无论大腺瘤微腺瘤患者均可哺乳。与巴西

问卷结果比较，两国内分泌科医师在泌乳素微腺瘤治疗时机、治疗疗程以及妊娠期间治疗选择存在

差异。 

结论  本研究首次调查了国内内分泌科医师对泌乳素瘤相关问题的知晓与实践情况，发

现目前泌乳素瘤的临床处理尚不统一；应当加强对内分泌专业医师的培训，改进临床

诊治流程，更合理地诊治泌乳素瘤。 

 
 

PU-1240 

探索托伐普坦治疗超高龄慢性心衰 SIADH 患者 

低钠血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李照青,王希,张金苹,乔薇 

中日医院 

 

目的  探讨托伐普坦治疗超高龄慢性心力衰竭 SIADH 患者低钠血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搜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我院干部保健病区住院年龄≥90 岁的超高龄老年慢性心

衰合并低钠血症考虑 SIADH 患者，回顾分析托伐普坦药物治疗低钠血症的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 

结果  共 16 名住院年龄≥90 岁的慢性心衰合并低钠血症患者纳入分析，男 13 名，女 3 名。接受托

伐普坦治疗者共 12 名，平均年龄（94.8±3.5）岁，治疗前平均血钠（131.67±4.27）mmol/L。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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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托伐普坦治疗组共 4 名，平均年龄（94.2±3.8）岁，治疗前平均血钠（132.25±1.26）

mmol/L，两组年龄及治疗前血钠值均无统计学差异。托伐普坦药物治疗组用药 24 小时后血钠

（132.57±2.23）mmol/L，无药物治疗组 24 小时血钠值（131.67±1.53）mmol/L，两者无统计学

差异。而治疗组 48 小时及一周后血钠分别为（134.56±2.35）mmol/L、（137.50±4.91）

mmol/L，非治疗组为（131.33±1.16）mmol/L、（130.25±3.50）mmol/L，治疗组血钠均较非治疗

组升高，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用药后 24 小时尿量（1586.3±569.1）ml 明显高

于非治疗组（1176.7±415.5）ml，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托伐普坦治疗平均疗程

155 天，其中 4 人（33.3%）用药过程中发生高钠血症停药，血钠最高 149mmol/L，均于停药 3-5

天后血钠降至正常范围，发生高钠血症的患者肌酐明显高于无低钠血症发生患者。治疗组与非治疗

组随访期内均无新发急性冠脉综合症。 

结论  托伐普坦治疗心衰合并低钠血症有效，可改善低钠血症，增强利尿效果，在超高龄人群中心

血管安全性好。 

 
 

PU-1241 

促甲状腺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 3 例并文献复习 

 
邵丽娟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贵阳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促甲状腺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Syndrome of inappropriate secretion of thyrotropin, 

SITSH）患者的临床资料，了解其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 

方法  对 3 例 SITSH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详细询问病史并抽血查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相关抗体、

垂体激素等，酌情行内分泌功能试验并完善鞍区核磁共振成像（MRI）、甲状腺 B 超检查，根据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进行初步诊断，复习文献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长期随访并归

纳总结。 

结果  3 例患者中 2 例为促甲状腺激素（TSH）腺瘤，病程均较长（8 年，30 年），主要表现为心

悸、乏力不适，有视物模糊及视力减退等垂体占位表现，其中 1 例患者为混合性 TSH 腺瘤，合并

分泌生长激素（GH），有肢端肥大症临床表现。甲状腺功能检查提示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游离甲状腺激素（FT4）升高同时伴有 TSH 不适当分泌（正常或升高）；甲状腺相关抗

体均阴性；甲状腺 B 超提示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肿大；鞍区 MRI 检查显示鞍区占位，其中 1 例为

大腺瘤，另 1 例为巨大腺瘤。2 例患者均行奥曲肽敏感试验，结果提示 TSH 均可被抑制。经初步

诊断后 2 例 TSH 腺瘤患者均行经蝶鞍区占位切除术，术后病理 1 例为 TSH 腺瘤，另 1 例为垂体

TSH 及 GH 混合腺瘤。3 例 SITSH 中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RTH）患者一例，甲状腺功能检查

提示 FT4、TSH 升高，甲状腺相关抗体均阴性，甲状腺 B 超提示甲状腺双侧叶形态饱满，鞍区

MRI 检查未发现占位性病变，大剂量地塞米松抑素试验提示 TSH 可被抑制，通过临床表现及实验

室检查初步诊断。进一步行甲状腺激素受体 β 基因检测结果提示在编码区未找到致病突变和疑似致

病病变，给予溴隐亭、美托洛尔对症治疗后症状改善。 

结论  SITSH 是罕见的内分泌腺疾病，主要包括 TSH 腺瘤及 RTH，该类疾病临床表现多样，个体

差异性大且不易鉴别使早期诊断较困难，易误诊。临床应加强对该类疾病的认识并规范诊治，提高

治愈率并减少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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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2 

以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起病的肢端肥大症 1 例报告 

 
宁利俐,蔡寒青,沈鸿,王丽娟,杨茂光,李沫,程妍,付希英 

吉大二院 

 

目的  探讨以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首诊的肢端肥大症的临床特点，分析诊断经验和治疗过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以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首诊的肢端肥大症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

习。 

结果  患者以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就诊，视诊见其有皮肤粗糙，手足、头、鼻唇舌较大、下颌前突

等特殊面容，考虑肢端肥大症可能性较大，在纠正酮症酸中毒状态后提检垂体六项、激素六项、

ACTH-F 节律实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等检验，结果均见异常，3.0T 垂体平扫加增强影

像诊断：垂体大腺瘤。经给予充分术前准备后，患者转入我院神经外科行单鼻孔经蝶垂体瘤切除

术，术后常规病理影像诊断：（垂体）结合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符合垂体腺瘤。术后恢复良好，近期

随访：FPG 约 7.5mmol/l，餐后 2 小时约 10mmol/l。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以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首诊的肢端肥大症患者相对较少，应尽早对其进行定性、定位诊断，

评估患者状态后尽早进行外科手术是治疗大多数生长激素瘤的首选治疗方法。 

 
 

PU-1243 

4 例垂体促甲状腺激素瘤的诊断及治疗方案探讨并文献复习 

 
巴颖,赵颂风,邢倩,杜建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垂体促甲状腺激素瘤（Thyrotropin-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s，TSH 瘤）的临床特点

及治疗方案，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探讨早期诊断及正确治疗的方法。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4 例垂体 TSH 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患者的症状、体征、辅助检查数据、治疗方案以及随访情况等，结合国内外

文献资料总结 TSH 瘤的临床特征。 

结果  1.患者男性 3 例，女性 1 例，平均年龄 41 岁，病程在 0.11～2 年。所有患者均以甲状腺毒症

就诊，甲状腺不同程度肿大，2 例 Mobius 征阳性，3 例手颤征阳性，4 例患者均无突眼、胫前粘液

性水肿； 

2. 血 清 游 离 三 碘 甲 状 腺 原 氨 酸 （ FT3 ） 10.04±2.32pmol/L 、 游 离 甲 状 腺 素 （ FT4 ）

32.27±6.71p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7.77±4.05μIU/ml，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甲

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均阴性；1 例 ACTH 略高于正常，

余垂体前叶其他激素水平均正常。 

3.垂体 MRI 显示垂体腺瘤大小 1.28×1.02～3.20×2.70cm，1 例呈侵袭性生长，1 例异位于蝶窦； 

4.4 例患者均行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均提示垂体腺瘤，免疫组化染色 TSH

（+）； 

5.术后 1 例病情平稳，3 例反复，1 例再次行 γ 刀治疗，1 例口服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结论  1.垂体 TSH 瘤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罕见病因，主要表现为甲状腺毒症及肿瘤占位效应。

FT3、FT4水平升高，但 TSH 不被抑制，甲状腺自身抗体阴性。垂体核磁检查大部分为大腺瘤； 

2.经蝶窦入路垂体 TSH 腺瘤切除术为一线治疗，生长抑素类似物为术前准备及术后未缓解患者的

首选药物； 

3.垂体 TSH 瘤误诊率较高，复发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早期诊断及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案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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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4 

血脂谱：预测垂体腺瘤预后和复发的潜在指标 

 
杨建美,赵苗青,覃业军,高聆,赵家军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垂体瘤患者的血清垂体激素水平异常，我们前期研究发现，TSH（垂体激素）能影响血脂水

平。在正常月经周期和绝经后妇女中，血清 FSH（垂体另一种激素）水平与血清胆固醇水平高度

相关。但是，是否所有的垂体激素与血脂水平均具有相关性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目的是评估垂体

瘤与血脂水平的关系以及垂体瘤切除后对血脂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 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山东省立医院收集的 1095 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

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所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按照入选及排除标准，959 例垂体瘤术后患者被纳

入分析，我们通过化验资料收集血脂水平，通过影像学资料收集腺瘤的瘤体大小。其中，129 例垂

体瘤术后复发患者均经历过两次手术，我们分别分析了第一次术前、第一次术后、术后复发、第二

次术后这四个时间点的血脂水平。 

结果  在所有垂体瘤患者中，术前约 75.7%的患者存在血脂紊乱。垂体瘤术后患者血脂水平显著下

降。我们更有价值的发现是，当垂体腺瘤复发时血脂水平再次升高，并且在第二次手术后血脂水平

再次急剧降低。垂体瘤容易复发，其中，伴有血脂紊乱的垂体瘤患者的复发率更高，特别是 TSH+

腺瘤，复发率为 19.05%（TSH+腺瘤复发患者在第一次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血脂异常）。校正混

杂因素后，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均与腺瘤大小呈显著正相关；血清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与腺瘤大小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血脂水平与垂体腺瘤的发生存在密切相关性。 

 
 

PU-1245 

亚临床库欣氏病两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张文婧,朱科盈,张燕,李红运,冯文焕,朱大龙,李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分析亚临床库欣氏病（SCD）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策略，提高对 SCD 的认识。 

方法  报道两例 SCD 病例，分析临床特征、诊断过程、治疗及预后，并对国外文献进行复习总结 

结果  1 例 41 岁男性患者，因糖尿病就诊，病程中出现高血压。另 1 例为 22 岁女性患者，因月经

紊乱就诊，伴有痤疮。两例患者均缺乏典型库欣综合征临床特征。内分泌功能评估提示基础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ACTH）及皮质醇水平升高且节律异常，隔夜及 2mg 地塞米松抑制实验（DST）不被

抑制，而 8mg-DST 可被抑制。影像学提示垂体微腺瘤。其中 1 例患者进行岩下窦静脉采血进一步

确定中枢 ACTH 优势分泌。两例患者均接受垂体瘤手术，术后病理证实为 ACTH 瘤。术后两例患

者体重均下降，1 例患者代谢异常恢复正常，另 1 例患者月经紊乱无明显改善。 

结论  SCD 是由垂体 ACTH 瘤引起的自主性皮质醇分泌而缺乏库欣综合征的典型特征，可合并相关

代谢异常。正确诊断及个体化治疗方案选择可使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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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6 

颅咽管瘤神经内分泌功能分级与腺垂体 GH 储备功能评价和重建 

 
梁丹,钟历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1.分级评价颅咽管瘤患者占位解除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功能。及激素治疗后患者瘤神经内分

泌功能分级评价表”对患者进行分级评估。 

2.评价颅咽管瘤患者占位解除后腺垂体 GH 储备功能，及 GHD 对生长发育、内分泌代谢影响。 

3.评价颅咽管瘤 GHD 患者在 GH 替代治疗期间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横断面研究设计，收集 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颅咽

管瘤患者。采集资料，以“颅咽管瘤神经内分泌功能缺陷诊断标准”分级评价上述患者的神经内分泌

功能，证实为 GHD 的患者予 GH 替代治疗。 

结果  1.临床资料：收集患者 52 例，中位数年龄 25（17,43）岁，分为 4-17 岁和 18-65 岁两个年

龄段。 

2.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功能受损及功能分级评价情况 

①. 52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下丘脑功能受损,年龄段 4-17 岁的患者下丘脑功能受损较 18-65 岁年

龄段明显。 

②.垂体-肾上腺轴、垂体-甲状腺轴功能受损最为显著，两年龄段无差异。所有 18-65 岁年龄段患者

出现垂体-性腺轴功能受损，较 4-17 岁年龄段患者增多。 

③.神经内分泌功能分级为 2 级的患者占 75%，3 级次之，1 级较少，无 0 级患者。 

3.内分泌动态功能试验与代谢： 23 例进行 ITT 试验的患者各时间点 GH 均＜1ng/ml，提示 GH 绝

对缺乏，同时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血脂、尿酸、骨代谢异常。 

4-17 岁年龄段患者 13 例出现低骨龄；18-65 岁年龄段患者 19 例为骨质疏松。 

4.GH 替代治疗疗效与安全性：5 例接受 GH 替代治疗，其身高、体重、腰围治疗前后变化明显，

有统计学意义；GH、IGF-1、IGFBP-3 替代后增加，TG、TC、LDL-C 替代后下降，肝功能异常、

脂肪肝治疗后改善。在随访期间鞍区 MRI 未发现肿瘤复发。 

结论  1. 在本研究条件下，52 例颅咽管瘤患者在占位消除后，其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显著，儿童/

青少年患者更严重。 

2. 23 例颅咽管瘤患者经 ITT 试验表明 GH 绝对缺乏，且均有血脂、嘌呤、骨代谢等内分泌代谢紊

乱。 

3. 5 例 GH 替代患者身高、体重、腰围与基线比较变化有统计学意义；IGF-1、IGFBP-3、血脂异

常、脂肪肝较前改善。随访期间未发现肿瘤复发。 

 
 

PU-1247 

31 例中枢性尿崩症及原发性烦渴诊治分析 

 
李超颖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结合最新进展和目前的诊治方案，探讨 CDI 及原发性烦渴的诊疗过程，减少漏诊及误诊率。 

方法  收集山东省立医院 2008 年-2017 年收入院的 31 例 CDI 及原发性烦渴患者的资料，采用回顾

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1.禁水试验及必要时加压试验过程数据分析：   

禁水试验后 12 例患者尿比重≥1.020，诊为原发性烦渴。19 例患者尿比重<1.020，其中 2 例患者尿

渗透压<血浆渗透压，加压试验（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 5u）后尿渗透压增加分别为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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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均大于 50%，诊为完全性 CDI；17 例患者尿渗透压在 300-800 mOsm/L 之间，加压试验

后 12 例患者尿比重≥1.020，7 例患者尿渗透压增加 10-50%，诊为部分性 CDI。 

2.垂体 MRI： 

完全性 CDI2 例，行垂体增强 MRI1 例为垂体后缘占位性病变，考虑 Rathkeˊs 囊肿或颅咽管瘤；1

例为松果体占位，考虑生殖细胞瘤。部分 CDI17 例，其中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患者 10 例（1 例为

头部外伤所致，其余为特发性 CDI），垂体肉芽肿性炎并 Rathkeˊs 囊肿 1 例，垂体腺瘤 1 例，垂

体生殖细胞瘤 2 例，席汉综合征合并颅底浆细胞肉芽肿 1 例，未做垂体 MRI 的 2 例（1 例为颅咽管

瘤术后）。原发性烦渴患者有 9 例行垂体增强 MRI，其中 2 例提示部分空蝶鞍，5 例提示垂体后叶

的高信号消失，2 例垂体未见异常。 

3.治疗： 

16 例 CDI 给予口服去氨加压素片治疗，1 例垂体肉芽肿性炎并 Rathkeˊs 囊肿导致的 CDI 患者给予

给予口服去氨加压素片联合泼尼松片治疗，1 例给予氢氯噻嗪治疗，1 例生殖细胞瘤所致 CDI 患者

转入外科行手术治疗。12 例原发性烦渴的患者给予饮食指导及心理疏导，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  1.CDI 和原发性烦渴对禁水-加压试验反应不同。完全性 CDI 患者行禁水试验后尿渗透压<300 

mOsm/L 或尿渗透压<血浆渗透压且尿比重<1.020，加压试验后尿渗透压增加>50%。部分 CDI 患

者行禁水试验后尿渗透压在 300-800 mOsm/L 之间且尿比重<1.020，加压试验后尿比重≥1.020 或

尿渗透压增加 10-50%。而原发性烦渴患者行禁水试验后尿比重即可≥1.020，无需行加压试验。 

2. 垂体增强 MRI 有助于明确 CDI 病因，禁水试验联合必要时的加压试验是诊断 CDI 与原发性烦渴

的金标准。 

 
 

PU-1248 

成人生长激素缺乏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周慧,宋筱筱,谷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结合认知功能量表及功能磁共振技术，探究成人生长激素缺乏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明确诊断为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垂体或颅咽管瘤患者作为病例组。入组研究前，其他

激素轴已稳定替代。根据纳入及除外标准，按照性别、年龄（+/-3 岁）、教育程度 1:1 匹配选择无

生长激素缺乏的正常人作为对照组。搜集病例组所有患者的内分泌激素水平、药物替代情况。所有

研究对象均完成认知功能量表评估及功能磁共振检查。病例组及对照组进行组间对照分析，比较 1

年内体重变化情况、认知功能量表评估结果、功能磁共振情况。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 

结果  最终病例组及对照组各有 19 例研究对象纳入统计分析。其中，两组均有男性 10 人，女性 9

人，教育程度匹配，年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966）。一般资料分析无统计学差异，IGF-1 基

线比较提示病例组明显偏低，P<0.001。病例组较对照组 1 年内体重明显增加（P=0.02）。 

认知功能量表评估结果提示：1）较正常对照组相比，病例组注意力不集中。其中色词测试 a、色

词测试 c、连线测试 A 中，病例组耗时明显增多，P 值分别为 0.009、0.018、0.020）。2）记忆力

评估仅听觉词语学习 N6 项对照组正确数高于病例组（P=0.008）。3）相比于对照组，病例组执行

功能减退（瑞文高级推理测验 E1-E12 的 12 道题中，对照组得分高于病例组，P=0.022。连线测试

B 病例组耗时明显增加，P=0.023；且 1 分钟到达个数少于对照组，P=0.004。符号数字转换正确

个数病例组少于对照组，P=0.037）。4）对照组在最后 15s 内（46-60s）说出词语个数多于病例

组（P=0.030），1 分钟内说出词语总个数多于病例组（P=0.006）。5）对照组一般精神状态优于

病例组（简明精神状态评估 P=0.018）。 

任务态功能磁共振（ts-fMRI）研究中，AGHD 病例组执行 2-back 任务时，正确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40）。ts-fMRI 结果提示对照组左侧额叶激活明显强于 AGHD 患者组（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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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成人生长激素缺乏会增加肥胖发生风险，会影响人的总体精神状态，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减退、执行功能减退及语言能力受损等，导致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其中生长激素缺乏导致工

作记忆减退，可能与疾病导致额叶脑组织活性下降有关。 

 
 

PU-1249 

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 

合并 1 型糖尿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陈青,姜秀云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报道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 (idiopathie hypogonadotropic hypogonadism，

IHH)合并 1 型糖尿病病例一例，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患者男，26 岁，因 “恶心、呕吐 1 月，乏力、头晕 10 天 ”入院。血气分析示血糖

41.6mmol/L，PH 6.95，尿糖 4+，尿酮 4+，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予补液、胰岛素等治疗并

收入病房。23 岁结婚，未育。 

查体：T 36.8℃，P 84 次/分，R 16 次/分，BP 105/64mmHg，H 175cm，W 48.7kg，指间距

178cm，上部量 80cm，下部量 95cm。嗅觉无异常，外生殖器幼稚，无阴毛腋毛。 

入院后查肝肾功正常，糖化血红蛋白：10.7%。C 肽 0.38ng/ml（1.1-4.4），ICA、IAA 阴性，

GAD 阳性。皮质醇、ACTH、甲功、均正常。FSH 0.75mIU/ml(1.5-12.4)，LH 0.32mIU/ml(1.7-

8.6) ，E2<5.0pg/ml(25.8-60.7)，To 0.08ng/ml(2.8-8.0)，硫酸脱氢雄甾酮  1.94umol/L(4.34-

12.2)，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151.1nmol/L(14.5-48.4)，游离睾酮指数 0.18%（35-92.6），抗苗勒管

激素>23ng/ml（>2.0）。骨龄为 14 岁 X 线表现。睾丸彩超：双侧睾丸体积小。GnRH 激发试验提

示：FSH 峰值 3.62 mIU/ml；LH 峰值 4.93 mIU/ml。HCG 激发试验提示睾酮可升至 1.99ng/ml

（2.41-8.27）。染色体：46XY。 

结果  该患者符合 IHH 合并 1 型糖尿病诊断。   

结论  IHH 是因下丘脑或垂体病变引起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或促性腺激素的缺乏，导致性腺发育缺

陷的一种先天性疾病。IHH 合并 1 型糖尿病的报道较为少见。研究发现，26.3%的 IHH 患者血清中

呈高滴度抗垂体抗体（APAs），提示垂体促性腺细胞的自身免疫过程可能是 IHH 的发生机制之

一。生理剂量的睾酮有一定的辅助血糖调节作用，雄激素水平降低可能引起高血糖和高胰岛素血

症。除了上述因素外，在基因水平上 IHH 与Ⅰ型糖尿病亦有重叠，但具体机制不明。 

在临床诊疗中应对性腺功能减退患者进行更为全面的检查，以期对可能伴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做到

早期发现和干预。 

 
 

PU-1250 

CHH 伴 CHD7 基因突变患者的临床表型 

 
陈冠名,蔡珂,程贞,杜琴,廖志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在先天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Congenital hypogonadotropic 

hypogonadism，CHH）病患中携带染色质域解旋酶 DNA 结合蛋白 7（chromodomain helicase 

DNA-binding protein 7，CHD7）基因突变是否可以诊断 CHARGE 综合征，并对这部分病人进行

治疗、随访，提高对 CHH、CHARGE 综合征的认识。 

方法  1.通过 OMIM 数据库和文献查阅，选择 CHH 的临床综合征的相关基因，共 99 个。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96 

 

2.对诊断为 CHH 的 34 位患者进行上述 99 个基因组的二代测序，对发现 CHD7 基因突变的 4 位患

者再次进行 CHARGE 综合征相关检查。 

3.对患者进行双促疗法（HCG/HMG），对患者进行随访。 

结果  （1）经基因测序可在 34 位 CHH 病人中发现 4 位 CHD7 突变患者，结合一系列检查结果，

根据 Hale 诊断标准，病例 1、病例 2、病例 3 可以诊断为 CHARGE 综合征，病例 4 暂不能诊断为

CHARGE 综合征。 

（2）病例 1、病例 2、病例 3 为新发突变（de-novo） 

（3）4 位 CHD7 基因突变患者经过体格检查、听力测验、半规管 CT 检查、半规管功能等检查，

发现共同点为均有内耳或外耳异常。 

（4）病例 2 患者的 CHD7 突变（c.6193C>T）已有相关文献报道。该文献中报道的患者无外耳、

内耳的异常（半规管未查）。我们的患者有半规管发育不良，且有外耳畸形以及听力下降的临床表

现。 

（5）4 位患者均使用双促治疗（HCG+HMG），睾丸均有增大，且均已经产生精液，但是仅有 1

位有少量精子。 

  

结论  (1) 内耳或外耳异常是 CHH 同时带有 CHD7 突变的病人在非生殖系统的 CHARGE 综合征表

现谱中最常见的临床表现。 

(2) 4 位携带 CHD7 突变的 CHH 患者，根据 Hale 诊断标准，病例 1、病例 2、病例 3 可诊断为

CHARGE 综合征，病例 4 暂时不能诊断为 CHARGE 综合征。 

(3) 发 现 两 个 CHD7 基 因 新 突 变 位 点 ， 分 别 是 ： 病 例 3 的 杂 合 缺 失 突 变

p.(Ala1516_Thr1521delinsAla)、病例 4 的杂合错义突变 c.2189C>T。 

(4) CHD7 基因突变（c.6193C>T）在不同患者中表现度存在差异。 

(5) CHARGE 综合征患者中，非生殖系统相关的 CHARGE 综合征表现谱较少的患者使用

HCG/HMG 治疗可能生精效果较好。 

 
 

PU-1251 

肾综合征出血热致垂体功能减退综述 

 
姜宗淼,王桂侠,刚晓坤,崔海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肾综合征出血热多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程可分

为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恢复期，临床上以肾脏、心脏、肝脏受累常见，垂体

受累较为少见。垂体功能受损多表现为各激素分泌不足，起病隐匿，临床表现不典型，易被忽视及

误诊，因此，对肾综合征出血热导致的垂体功能减退致病机制及病程特点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诊

疗提供帮助。 

方法  对肾综合征出血热致垂体功能减退既往文章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在肾综合征患者中受累计激素轴依次为性腺激素轴、甲状腺激素轴、皮脂腺轴。 

结论  重症出血热患者易导致垂体功能减退，当患者肾功能得到纠正后，仍有面黄、乏力、恶心、

呕吐、低血糖、毛发脱落等表现时，需警惕垂体功能受损，给予相关检查，早期诊断，积极给予相

关治疗。肾综合征出血热早期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不易引起重视，院外首诊易被误诊，且并发症

发展缓慢、隐匿，诊治率低，垂体功能受损更是少见，不易引起人们关注，患者很难在发病过程中

得到激素水平监测，多在出现各种激素分泌不足症状时才会给予重视及治疗，使得患者病情及生活

质量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不仅要求肾综合征出血热患者早期诊治，更要求临床医生缜密的临床思

维，做到三早一就（早期诊断、早休息、早治疗、就地或就近透析）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治疗关

键，使并发症得到及时诊治，对垂体病变这种少见并发症关注，早期对症给予激素替代治疗，有利

于患者预后及长期生活质量。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797 

 

PU-1252 

伴有脑脊液 HCG 浓度升高的颅咽管瘤被误诊为生殖细胞瘤一例 

 
谷伟军 1,谷伟忠 2,顾钰琳 1,李杰 1,杨国庆 1,郭清华 1,臧丽 1,杜锦 1,裴育 1,巴建明 1,吕朝晖 1,窦京涛 1,母义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颅咽管瘤和生殖细胞瘤都是较罕见的颅内肿瘤，其在儿童期或青春期最容易发生。尽管这些

肿瘤起源不同，但其临床表现以及影像学特征可能相似。本病例报告为强调，尽管 HCG 可作为颅

内生殖细胞瘤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但其在其它类型的鞍上区肿瘤中也可以阳性表达。 

方法  在本文中，我们报道了一例 35 岁女性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其脑脊液中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HCG)水平升高，然而病理活检结果显示为颅咽管瘤。 

结果  术后患者症状缓解，随访至今未再复发。 

结论  尽管 HCG 可作为颅内生殖细胞瘤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但其在其它类型的鞍上区肿瘤中也

可以阳性表达。 

 
 

PU-1253 

儿童垂体柄中断综合征病因分析 

 
吕玲,高龙,钱莹,王春祥,符蓉,董瑾,黄乐 

天津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期垂体柄中断综合征病因 

方法  总结天津市儿童医院自 2013 年至 2018 年收治垂体柄中断综合症病人 15 例,分析其临床特点

及相关突变基因 

结果  天津市儿童医院自 2013 年至 2018 年共收治 15 例垂体柄中断综合症病人,平均就诊年龄 6.7

岁(2-14 岁), 出生时合并窒息史 4 例,所有病人均合并生长迟缓,其中符合生长激素缺乏症者 11 例,宫

内发育迟缓 4 例,低血糖发作 5 例,合并甲低 2 例, 内脏转位 2 例,斜视 3 例,隐睾 3 例,4 例青春期就诊

者均合并性发育延迟。无合并尿崩症者。 

   其中一例病人运用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的方法，检测 ESX1、LHX4、OTX2、SOX3、CDON、

GPR161、PROKR2、TGIF 基因突变，未发现相关突变基因。 

结论  垂体柄中断综合征病因主要与围产期垂体-下丘脑区域损伤和先天的基因缺陷导致垂体下丘脑

的发育异常有关。相关突变基因检测需扩大样本量证实。 

 
 

PU-1254 

二型脱碘酶泛素化修饰在碘过量致 TSH 升高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孙莹,姜雅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TSH 水平随碘摄入量的增加而升高，但目前机制尚不明确。二型脱碘酶

（D2）介导外周组织或细胞中甲状腺素（T4）向三碘甲腺原氨酸（T3）的转化。D2 是调节细胞与

组织特异性的甲状腺功能、及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HPT 轴）负反馈调节的关键酶。泛素化修饰

是导致 D2 构象变化继而失活的“重要开关”。D2 泛素化过程涉及两种泛素连接酶：WSB1、

TEB4，两种去泛素化酶 USP20、USP33。我们前期的研究发现慢性碘过量使 wistar 大鼠垂体 D2

活性下降，本实验旨在通过体外实验明确 D2 泛素化在碘过量致 D2 活性下降中的作用，探讨高碘

致 TSH 升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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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实验采用特异性表达 D2 的垂体瘤细胞系（GH4C1），给予高碘干预，按照不同干预时间

分为三组，分别为 24 小时组、48 小时组、72 小时组，每个持续时间组又分为对照组（不给予干

预），碘浓度为 10-3M、10-4M、10-5M、10-6M 组。分别于持续干预 24h、48h、72h 收集细

胞，Elisa 法检测各组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提取 RNA 和蛋白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

测 TSHβ、D2、WSB1、TEB4、USP20、USP33 的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法分析各组

TSHβ、D2、WSB1、TEB4、USP20、USP33 的蛋白表达水平。加入泛素 -蛋白酶体抑制剂

MG132，重复上述实验，观察 D2 活性变化。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实验数据

以`X±SD 表示，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随着碘浓度的增加和干预时间的延长 TSH 水平呈现升高趋势。2.随着碘浓度的增加和干预

时间的延长 D2 蛋白和 mRNA 表达逐渐减低。3.随着碘浓度的增加和干预时间的延长 D2 特异泛素

连接酶 WSB1、TEB4 蛋白与 mRNA 表达逐渐增加。4.碘过量对 D2 去泛素化酶 USP20 和 USP33

的影响无统计学差异。5.加入泛素-蛋白酶体抑制剂 MG132 后，碘对 D2 活性抑制作用消失。 

结论  1.碘过量使垂体细胞系 TSH 水平增加，为慢性碘过量致亚临床甲减提供证据。2.碘过量增加

D2 的泛素化过程，使 D2 含量降低，泛素化连接酶 WSB1、TEB4 水平增加。3.碘过量不影响 D2

特异去泛素化酶的表达。4.泛素-蛋白酶体抑制剂的作用提示 D2 泛素化修饰通路在碘过量致 TSH

升高中的意义。 

 
 

PU-1255 

乳腺癌垂体转移 2 例病例分析 

 
邢倩,卢昕媛,巴颖,李昌臣,杜建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 2 例原发乳腺癌伴垂体转移癌（PM）病例的临床资料，以提高对垂体转移癌的认识，制

定合理诊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原发乳腺癌确诊后手术且伴发垂体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复习文献，总结垂

体转移癌的诊治要点。 

结果  病例 1，女，56 岁，右乳腺癌术后 22 年，头晕、呕吐，纳差、烦渴、多尿 2016 年 3 月住

院，尿量 5~6 L/d。血压 130/80mmHg。FSH 0.67 mIU/ml，LH 0.1 mIU/ml，E2 2.0 pg/ml；TSH 

0.069 μIU/ml，FT3 4.73 pmol/L，FT4 8.41 pmol/L；ACTH 2.290 pg/ml，Cor 9.57 nmol/L；GH 

0.46 ng/ml， PRL 431.16μIU/ml；血 Na 129 mmol/L，K 3.4 mmol/L；尿比重 1.003。头 MRI：下

丘脑、垂体转移瘤。诊断：垂体转移癌。予醋酸泼尼松片 5mg（早）+2.5 mg（晚），左甲状腺素

钠 25μg/d 口服；予醋酸去氨加压素片 0.05mg 日 2 次口服，尿量至 2.8L/d。1 月后 γ 刀治疗，6 月

后死亡。病例 2，女，48 岁。左乳腺癌术后 3 年，反复恶心、呕吐、周身乏力、一过性烦渴、多

饮、尿量增多 2016 年 5 月住院。查体左乳缺如，BP 110/70mmHg。实验室检查： FSH 2.06 

mIU/ml， LH 0.22 mIU/ml，E2 3.0 pg/ml； TSH 1.096 μIU/ml， FT3 2.19 pmol/L，FT4 7.42 

pmol/L； ACTH 7.820 pg/ml， Cor 107.66 nmol/L；PRL 56.88 μIU/ml；血 Na 130 mmol/L，血 K 

2.85 mmol/L；尿 Na 42 mmol/L、尿 K 12 mmol/L；尿比重 1.002。双眼下方及周边视野缺损。垂

体 MRI：鞍区及鞍上转移瘤征象；PET-CT：鞍上区、小脑多发转移瘤。诊断：垂体转移癌。予醋

酸泼尼松片 5mg（早）、2.5mg（晚），左甲状腺素钠 25μg/d 口服，症状好转。1 月后 γ 刀治

疗，目前平稳。 

结论  乳腺癌是垂体转移癌最常见的原发肿瘤之一，出现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状及垂体占位时首先

考虑垂体转移癌。 垂体 MRI 及 PET-CT 有助于提高诊断，垂体转移癌可行手术或放射治疗，同时

予垂体-靶腺激素补充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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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6 

原发性淋巴细胞性垂体炎治疗与预后分析 

 
魏茜 1,杨国庆 1,魏茜 1,杨国庆 1,臧丽 1,李一君 1,谷伟军 1,吕朝晖 1,窦京涛 1,母义明 1,魏茜 1,杨国庆 1,臧丽 1,李一君,谷

伟军 1,吕朝晖 1,窦京涛 1,母义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收集解放军总医院收治的淋巴细胞性垂体炎（Lymphocytic hypophysitis，LYH）患者的病历

资料与治疗随访，评估疗效和预后，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和参考。 

方法  收集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收治的 LYH 患者的病例资料、处理方案和

随访数据，分析 LYH 不同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及 LYH 的预后。 

结果  1、本组共纳入 70 例垂体炎患者，共接受 100 例/次治疗，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依次是免疫抑制

剂治疗（55.0%）、手术治疗（23.0%）、密切观察（19.0%）、放疗（3.0%）。总体有效率及部

分反应率分别为 57.0%，35.0%。观察组的有效率、部分缓解率、无反应率、恶化率分别为 15.8%

（3/19）、78.9%(15/19)、0.0% (0/19)、5.3% (1/19)。免疫抑制剂组的有效率、部分缓解率、无

反应率、恶化率分别为 54.5% (30/55)、34.5%（19/55）、11.0%（6/55）、0.0%（0/55）。手术

组的有效率、部分缓解率、无反应率、恶化率分别为 91.3%（21/23）、 4.3%（1/23）、 4.3%

（1/23）、0.0%（0/23）。 各组间治疗有效率、部分缓解率、恶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本研究中共 97.1%（68/70）例获得随访资料，随访时间 个月（3-204 个月）。

75.0%（51/68）的患者病情稳定，垂体功能低下长期存在；2.9%（2/68）治疗后痊愈，不需任何

进一步的治疗；22.1%（15/68）的病例治疗后复发。垂体前叶功能 79.2%保持稳定，10.4%改

善，10.4%为新发的垂体功能减退所占的比例。 

结论  LYH 的治疗尚无统一的推荐方案。若无严重占位性症状或进行性加重的影像、内分泌异常，

或可选择以观察及密切随访为主的保守策略；而对于急性期或临床症状严重或进行性加重的患者，

以糖皮质激素为主的免疫抑制剂和手术是最常用的积极的缩小肿块的治疗，两者的有效率和复发率

无显著差异，因此，选择后者要严格把握适应症：存在进行性加重的占位症状和/或药物治疗无效

的患者。对于单纯垂体柄增粗伴 CDI 的患者通过随访发现观察组和免疫抑制剂治疗组临床结局相

似，因此针对此类患者应观察及密切随访。 

 
 

PU-1257 

原发性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特点与诊断 

 
魏茜,杨国庆,臧丽,李一君,谷伟军,吕朝晖,窦京涛,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收集解放军总医院收治的淋巴细胞性垂体炎（Lymphocytic hypophysitis，LYH）患者的病历

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提出无创诊断标准，对该标准进行评价和验证。 

方法  收集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收治的 LYH 患者的病历资料、实验室及影

像检查结果，分析 LYH 的临床特点，并收集非 LYH 患者临床资料，提出临床诊断标准并验证该诊

断标准的诊断效率。 

结果  1、1）70 例原发性 LYH, 其中女：男为 3.38:1；12 例 LAH 均为女性，6 例和妊娠有关。2）

最常见的占位性症状依次为头痛 47.1%（33/70）、视力下降 21.4%（15/70）。3）最常见的内分

泌症状为中枢性尿崩症 CDI，77.1%（54/70）。4）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的发生率为 63.2%

（43/68），按照最易受累的轴从高到低依次为垂体-性腺轴 47.1%（33/70）、垂体-肾上腺轴或垂

体甲状腺轴 30.0%（21/70）、垂体-生长激素轴 27.1%（19/68）。5）26.1%（18/69）的病例出

现高泌乳素血症。6）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 68.1%（47/69），垂体柄增粗 56.5%（39/69）是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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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影像学表现，39.7%（27/68）的病例增强后呈明显中高度均匀强化，19.1%（13/68）的病例

呈增强后病灶中心有低信号影。 

2、基于病理确诊的 LYH（21 例）和其他三种鞍区疾病，包括鞍区生殖细胞瘤（24 例）、垂体脓

肿（16 例）、无功能性垂体瘤（45 例），筛选出具有鉴别意义的指标并提出如下评分系统：女

性，1 分；视野缺损，-5 分；复视，5 分；GH 低下，-3 分；PPBS 消失，-4 分；垂体柄居中伴占

位体积≥6cm3 或垂体柄居中伴均匀增粗，3 分；与妊娠相关，3 分；黏膜增厚，2 分；增强后前叶

环形强化，2 分；年龄£30 岁，-2 分。若总分大于或等于 4，且采取免疫抑制剂治疗后有效，临床

诊断为 LYH，否则为鞍区其他疾病。其灵敏度为 94.1%，特异度为 90.9%。 

结论  1、不同亚型 LYH 性别与年龄分布略有差异。头痛、CDI 是最常见症状，垂体前叶激素受最

常受累的发生率为 LH/FSH>ACTH 或 TSH>GH。MR 典型表现为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以及垂体柄

增粗。2、本评分系统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PU-1258 

利拉鲁肽治疗 Prader-Willi 综合征 1 例 

 
乔巧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报道以利拉鲁肽治为减重方案的的 1 例罕见的遗传性肥胖疾病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的诊

疗过程，提高对该病的临床认知及诊疗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收治的首例成人初诊的 PWS 诊疗过程，结合文献对其病因、病理、临床

表现、诊疗流程进行梳理。 

结果  病例特点：（1）患者，男，19 岁，因“体重超重 14 年，反复皮肤溃烂 2 年”就诊，患者头胎

顺产，1 岁前喂养困难，4 岁时体检未发现睾丸。患者自 5 岁起体重较同年龄儿增长过快，平素学

习成绩差、性格易怒。2 年前起患者因搔抓皮肤致反复出现浅表性溃疡。1 年前患者辍学家中，无

法控制食欲，半年体重速增 25kg；（2）查体：身高：159cm，体重：108kg，腰围：132cm，臀

围：120cm；BMI：42.7kg/m2，矮胖体型，反应迟钝，发际线低，额间距窄，杏仁眼，腹壁、大

腿内侧紫纹，下腹壁脂肪下坠，无腋毛、阴毛，未见阴囊，阴茎 2cm。右下肢胫前皮肤见 3.5-

4.0cm*4.0cm 浅表溃疡；四肢肌力 IV 级；（3）生殖器超声：1、双侧隐睾，2、右侧髂血管旁低回

声，睾丸？腹部彩超：重度脂肪肝；鞍区 MRI 平扫及增强：垂体强化不均匀；骨龄：符合男性约

16 岁水平；简易智力状态：有痴呆表现；多导睡眠图：1.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2.夜间睡眠重度

低血氧。UA：492.7umol/l；TS；1.66nmol/l；GH：0.37ug/L； IGF-1：53.6ng/ml；PBF：

56.8%；VFA：201.2cm2。
基因检测：染色体核型：46，XY；MS-PCR：(15q11-13)的父源片段的

丢失。因患者重度肥胖合并 OSA 等多种代谢性疾病，予以利拉鲁肽注射液 0.6mg，1/日起始（后

加至 1.8mg/日）减重治疗，治疗 3 月后患者体重下降 9.7%，VFA 改善 40%。 

结论  PWS 系下丘脑功能障碍带来的一系列内分泌系统性疾病，肥胖是 PWS 典型表现，易伴发胰

岛素抵抗、2 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GLP-1 除延缓胃排空、影响脂肪代谢外更

有中枢性抑制食欲的作用，在 PWS 患者选择 GLP-1 对体重管理及延缓伴发症的发生有较理想的临

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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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9 

罕见的遗传性肥胖疾病 1 例-Prader-Willi 综合征 

 
乔巧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报道以利拉鲁肽治为减重方案的的 1 例罕见的遗传性肥胖疾病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的诊

疗过程，提高对该病的临床认知及诊疗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收治的首例成人初诊的 PWS 诊疗过程，结合文献对其病因、病理、临床

表现、诊疗流程进行梳理。 

结果  病例特点：（1）患者，男，19 岁，因“体重超重 14 年，反复皮肤溃烂 2 年”就诊，患者头胎

顺产，1 岁前喂养困难，4 岁时体检未发现睾丸。患者自 5 岁起体重较同年龄儿增长过快，平素学

习成绩差、性格易怒。2 年前起患者因搔抓皮肤致反复出现浅表性溃疡。1 年前患者辍学家中，无

法控制食欲，半年体重速增 25kg；（2）查体：身高：159cm，体重：108kg，腰围：132cm，臀

围：120cm；BMI：42.7kg/m2，矮胖体型，反应迟钝，发际线低，额间距窄，杏仁眼，腹壁、大

腿内侧紫纹，下腹壁脂肪下坠，无腋毛、阴毛，未见阴囊，阴茎 2cm。右下肢胫前皮肤见 3.5-

4.0cm*4.0cm 浅表溃疡；四肢肌力 IV 级；（3）生殖器超声：1、双侧隐睾，2、右侧髂血管旁低回

声，睾丸？腹部彩超：重度脂肪肝；鞍区 MRI 平扫及增强：垂体强化不均匀；骨龄：符合男性约

16 岁水平；简易智力状态：有痴呆表现；多导睡眠图：1.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2.夜间睡眠重度

低血氧。UA：492.7umol/l；TS；1.66nmol/l；GH：0.37ug/L； IGF-1：53.6ng/ml；PBF：

56.8%；VFA：201.2cm2。
基因检测：染色体核型：46，XY；MS-PCR：(15q11-13)的父源片段的

丢失。因患者重度肥胖合并 OSA 等多种代谢性疾病，予以利拉鲁肽注射液 0.6mg，1/日起始（后

加至 1.8mg/日）减重治疗，治疗 3 月后患者体重下降 9.7%，VFA 改善 40%。 

结论   PWS 系下丘脑功能障碍带来的一系列内分泌系统性疾病，肥胖是 PWS 典型表现，易伴发胰

岛素抵抗、2 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GLP-1 除延缓胃排空、影响脂肪代谢外更

有中枢性抑制食欲的作用，在 PWS 患者选择 GLP-1 对体重管理及延缓伴发症的发生有较理想的临

床价值。 

 
 

PU-1260 

成年垂体功能低减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袁仙仙 1,刘泽宇 1,朱惠娟 1,潘慧 1,陈适 1,王任直 2,王林杰 1,卢琳 1,阳洪波 1,龚凤英 1,姚勇 2,邓侃 2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分泌重点实验室，协和转化

医学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罕见病研究中心，100730，北京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100730，北京 

 

目的  分析成年垂体功能低减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患

者的临床特点，探讨其发生 NAFLD 的可能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至 2018 年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51 例诊断为垂体前叶功能减退

或全垂体功能减退的成年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传染性肝病、遗传代谢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

病、酒精性脂肪肝以及在出现垂体功能减退前已经有 NAFLD 的患者。根据肝脏超声结果分为非

NAFLD 组和 NAFLD 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垂体功能及激素替代情况、肝功能、代谢指

标、血常规及凝血功能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患者 51 例，其中非 NAFLD 组即肝脏超声正常 23 例（男 17 例，女 6 例），年龄

25±5.8 岁，NAFLD 组即肝脏超声证实为脂肪肝 28 例（男 20 例，女 8 例），年龄 28.3±7.1 岁，

脂肪肝检出率为 54.9%。两组间性别比、年龄、病程、垂体激素水平均无统计学差异；除 GGT

（p=0.004）外，其他肝功能指标无统计学差异；代谢方面，NAFLD 组 BMI （28.9±5.8kg/m2）、

腰围（103.0±13.8cm）、HOMA-IR（5.69±3.77）均显著高于非 NAFLD 组 BMI（2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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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m2）、腰围（85.8±14.4cm）、HOMA-IR（2.64±1.11）（p 为 0.000、0.005、0.006）。进一

步将 NAFLD 组分为脂肪肝组 21 例（男 14 例，女 7 例）和肝硬化组 7 例（男 6 例，女 1 例），肝

硬化组年龄（22.3±4.3 岁）及诊断垂体功能减退时的年龄（17.4±6.8 岁）均显著小于脂肪肝组（p

为 0.007、0.001）。肝硬化组 HOMA-IR（7.50±4.45）高于脂肪肝组（4.85±3.27），但未达到统

计学差异（p=0.539），两组间其他代谢指标、垂体激素水平及肝功能无显著性差异。肝硬化组血

常规包括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以及血小板计数均显著低于脂肪肝组（p 分别为 0.003、

0.000、0.001）；凝血方面，PT、PT%、INR、TT 等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垂体功能低减是 NAFLD 的危险因素，胰岛素抵抗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肝功能生化指标并不

能作为垂体功能减退患者监测有无 NAFLD 的有效指标，需定期肝脏超声等影像学检查进行筛查；

对于已经患 NAFLD 的垂体功能减退患者，需定期检测血常规及凝血功能以早期发现肝硬化。 

 
 

PU-1261 

肢端肥大症中糖尿病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燕,张文婧,朱科盈,冯文焕,黄洪,朱大龙,李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明确肢端肥大症（简称肢大）患者糖代谢异常的发生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其糖尿病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南京鼓楼医院内分泌科 2004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确诊为肢大的 88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按糖代谢状况进行分组，比较其临床、生化指标。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GH、IGF-1 与糖

代谢指标的的相关性，并分析胰岛 β 功能及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数的影响因素。采用逻辑回归分析肢

大患者发生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入组肢大患者平均年龄 49 岁，男女比例类似，中位病程为 5 年。肢大患者中糖代谢异常

70.5%（包括糖调节受损和糖尿病），其中糖尿病占 47.7%。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其

糖尿病家族史比例更高，GH 水平明显升高（P<0.05），IGF-1 明显下降（P<0.01）。进一步根据

糖代谢状况分为，正常糖代谢（NGT），糖调节受损（IGR）及糖尿病（DM）组。随着糖代谢异

常的加重，血清 GH 水平有升高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血清 IGF-1 水平在 IGR 组显著高于 NGT

及 DM 组（P < 0.01 ）。2）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 IGF-1 水平与空腹血糖、HbA1c 成负相关（r

分别为 -0.317，-0.37 ，P 均 < 0.01），而与胰岛素、C 肽、HOMA-β 成正相关（P<0.05）。血清

GH 水平与空腹血糖、HbA1c 成正相关（r 分别为 0.306，0.306 ，P < 0.05），与 HOMA-β 成负相

关（P<0.05）。3）HOMA-β 与年龄（P<0.01）及 GH（P<0.05）水平成负相关，与 IGF-1

（P<0.01）水平及腰围（P<0.05）成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显示，IGF-1 是影响 HOMA-β 的独立

因素。HOMA-IR 与 BMI（P<0.05）正相关与年龄（P<0.01）负相关。逻辑回归显示肢大患者发生

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为 GH （OR 1.075，95%CI 1.015-1.139, P = 0.014）及糖尿病家族史

（OR 11.526，95%CI 1.068-124.42, P = 0.044）。 

结论  肢大患者中糖代谢异常的发生风险显著高于正常人群。IGF-1 水平在糖代谢异常发生进程中

呈现双向改变，是影响肢大患者 β 细胞功能的独立因素。GH 水平及糖尿病家族史是肢大发生糖尿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GH 水平越高及合并糖尿病家族史的肢大患者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803 

 

PU-1262 

肢端肥大症患者血清骨源性激素与身体组分及糖代谢相关性分析 
 

张燕,张文婧,朱科盈,冯文焕,黄洪,朱大龙,李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骨源性激素骨钙素及血清脂质运载蛋白 2（Lcn2）在机体能量代谢调控中发挥作用。肢端肥

大症（肢大）患者骨代谢活性增强并同时伴随身体组分变化及糖代谢异常，目前关于骨源性激素在

肢大患者代谢异常发生中的作用仍不明确。本研究进一步评估肢大患者骨源性激素水平变化及其与

身体组分及糖代谢指标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南京鼓楼医院内分泌科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诊断的 35 例肢端肥大症患者的临床

资料及血清学标本，同时收集年龄、性别及 BMI 匹配 25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比较两组间骨源性

激素、人体成分及糖代谢相关指标的差异。骨钙素及 Lcn2 与糖代谢及身体组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1） 肢大患者中血清骨钙素水平较正常人群明显升高（53.92 vs 20.60 ng／ml P < 0.01），

血清 Lcn2 水平显著下降（35.27 vs 57.35 ng／ml,P<0.01），其它骨形成及骨吸收指标均明显升

高。手术治疗后，随着 GH 及 IGF-1 水平的明显下降（P<0.05），血清骨钙素水平下降而 Lcn2 水

平上升；2）肢大患者较健康对照全身脂肪含量明显减少（P<0.05），并以躯干脂肪减少为著

（P<0.01），躯干肌肉含量明显增加（P<0.05），两者间骨矿盐含量无明显差异；3）相关性分析

显示，骨钙素与 IGF-1 及其它骨代谢指标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

白水平目前尚无明显相关（P=0.074，0.07），骨钙素主要与空腹胰岛素素水平成正相关

（P<0.01），并与 HOMA-β 成正相关（P<0.05）。骨钙素与身体组分指标间无相关性。Lcn2 与其

它骨代谢指标、IGF-1 及 GH 水平无明显相关性。与全身肌肉及骨矿盐含量成正相关（P<0.05）。

Lcn2 与 HOMA-IR 及 HOMA-β 均无相关性。 

结论  肢大患者骨源性激素骨钙素及 Lcn2 水平显著变化，并与身体组分及糖代谢指标间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因此，肢大患者骨骼系统相关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参与了其身体组分变化及糖代谢异常

的发生。 

 
 

PU-1263 

生长激素缺乏症合并多囊卵巢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杨郁,曲涓,邢倩,巴颖,李昌臣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 1 例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AGHD）并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女性患者的临床特征加

以总结，并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如何诊断、治疗 AGHD 合并 PCOS，加强对这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2016 年 06 月收治的 1 例 AGHD 并 PCOS 女性患者

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影像学特点等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文献复习，总结该类患者诊

疗方面的临床经验。 

结果  22 岁女性，BMI 42.5kg/m2。因自幼身材矮小，月经稀发 4 年，闭经 2 年就诊。足月顺产，

出生时体重较低、身长较短（具体不详），自幼身高较同龄人矮，10 岁后停止生长，终身高

131cm。智力发育与同龄人无差别，既往无慢性疾病、头部外伤史。否认类似疾病家族史。查血生

长激素（GH）＜0.05ng/ml、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42.30ng/ml，均低，行胰岛素低血糖

试验未能诱发低血糖，考虑与胰岛素抵抗有关；精氨酸试验示 GH 低平曲线，提示生长激素缺乏。

虽然该患双手及双足 X 线片均显示骨骺闭合，但 AGHD 易造成脂肪堆积，引起代谢异常，该患腹

型肥胖，胰岛素抵抗明显，有糖耐量异常及低骨量，建议予小剂量 GH 以调节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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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岁月经初潮，4 年前月经周期逐渐延长，月经量逐渐减少，2 年前闭经，继发性闭经诊断明确。

查血雌二醇 32.00pg/ml，不低，黄体生成素 7.57mIU/ml、卵泡刺激素 6.51mIU/ml，均不高，妇科

彩超检查未见子宫、卵巢发育不良，故可除外 Turner 综合征所致闭经。虽无多毛、痤疮表现，血

睾酮 0.22ng/ml，不高，但妇科彩超示双侧卵巢多囊改变，诊断 PCOS 明确。无明显口干、多饮、

多尿表现，但体型肥胖，颈部及腹股沟有黑棘皮表现，行 75gOGTT 及胰岛素释放试验示空腹血糖 

5.47mmol/L，空腹胰岛素  43.97mIU/L，糖负荷后 2 小时血糖 15.01mmol/L， 2 小时胰岛素 

225.28mIU/L，糖化血红蛋白 5.3%，HOMA-IR 10.69，提示胰岛素抵抗、糖代谢异常。治疗上予

二甲双胍联合孕酮口服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激素水平，诊断及治疗方案明确后出院。 

结论  1. AGHD 发病率低，AGHD 并 PCOS 临床上更为少见。AGHD 患者可有脂肪堆积、骨量减

少、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异常等表现。2. GH 在治疗 AGHD 合并 PCOS 的患者时，在改善代谢的

基础上，同时也可能会改善排卵，促进月经恢复。 

 
 

PU-1264 

男孩青春期发育激素变化规律研究 

基于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治疗观察 

 
任潇亚,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男孩围青春期启动激素变化规律和青春期启动的激素切点值 

方法  研究临床诊断为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患儿，在脉冲泵治疗前后 LHRH 激发

试验 HPG 轴的激素变化。以基线,1W 末,4W 末,12W 末的时间点评价睾丸体积和性激素水平

LH/FSH/T/AMH/INH-B，前瞻性研究青春期启动激素变化规律及 ROC 曲线确定青春期从启动到成

熟全过程的激素水平临界值。 

结果  24 例 IHH 垂体泵治疗患儿年龄为（14.01±1.40）岁。①W0 时 LH ，FSH 及 LH/FSH 为

（0.16±0.10）IU/L， （0.65±0.58）IU/L 和 0.37±0.27。LHRH 连续脉冲治疗至 4W 时 LH 为

（2.96±1.98）IU/L 而 FSH（8.56±7.53）IU/L。直至 12 周，LH 升至（4.22±3.59）IU/L，LH/FSH

为 0.65±0.51。②T 4W 才开始出现逐步升高并与 LH 建立正相关关系（r=0.736，p<0.01），故为

青春期发育启动。最后，基础 AMH 治疗 12W 末才开始下降同时睾丸、阴茎增长。③通过工作特

征曲线（ROC）确定青春期发育启动切点值：基础为 LH 1.32 IU/L，LH/FSH 0.42，T 22.2ng/dl，

INH-B 54.5pg/ml 和激发值 LH 4.45IU/L，LH/FSH 0.54。成熟期基础和激发切点值分别为 LH 

3.54IU/L，LH/FSH 0.41，T 65.5ng/dl，INH-B 79.6pg/ml 和 LH 4.92IU/L，LH/FSH 0.69。INH-B

在 54.5-79.6pg/ml 范围，视为青春期发育阶段。 

结论  1.正常垂体青春期前 LH 为（0.16±0.10）IU/L。男孩青春期发育激素变化规律基础 FSH 率先

逐渐升高，INH-B 紧随其后，再 LH 逐渐升高后 T 升高，最后 AMH 下降。2.青春启动点基础 LH 

1.32IU/L 激发值 LH 4.45IU/L 和成熟点基础 LH 3.54IU/L 和 LH 4.92IU/L。 

 
 

PU-1265 

表现为 DSD 的苗勒氏管永存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任潇亚,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苗勒氏管永存综合征(Persistent Müllerian duct syndrome，PMDS)的诊断、处理和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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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报告 1 例睾丸横过异位型苗勒氏管永存综合征，并行子宫峡部切除，左侧睾丸横过异位下降

固定术。 

结果  患儿，男，1 岁 5 月，主因“生后 6 个月发现外阴异常”就诊。查体：男童外阴，阴茎

4.3×1.5cm，尿道开口正常，双侧阴囊小，褶皱少。右侧阴囊空虚，左侧阴囊上极可及两睾丸及另

一软组织物。染色体核型为 46, XY，SRY (+)，实验室性激素检查结果见表。盆腔彩超：左侧腹股

沟区可见肠管疝出，及两个睾丸。右侧未见确切睾丸回声。膀胱左后方可见子宫样回声。AMHR-

Ⅱ基因测序提示 c.1184（E9）至 c.1185（E9）缺失 CT 来源于父亲，c.1388G＞A（E10）来源于

母亲，分别导致 p.395,T＞Tfs14 和 p.463,R＞H 发生改变。同时患儿行左侧睾丸横过异位下降固定

术中，可见两个睾丸之间有类似子宫样的峡部。PMDS 在成人中约有 150 例被报道，主要在美

国，欧洲及中东地区。国内目前有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报道过 11 例使用腹腔镜治疗发现的患儿

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报道过 2 例成年患者，但针对婴幼儿期 PMDS 尚无基因学报道。 

PMDS 主要病因为 AMH 基因和 AMHR-Ⅱ受体基因突变。文献报道 PMDS 中 AMH 基因的突变主

要出现在地中海和阿拉伯人中，多有家族聚集性，且突变类型多为错义突变，约有 81%的患者为

纯合子。AMHR-Ⅱ基因突变主要在欧洲北部、法国北部和美国人中，约有 45%的患者为纯合子，

但中国尚无基因学报道。PMDS 的治疗重点为对残留苗勒氏管结构和异位睾丸的处理。明确诊断

后，治疗的目的为保留患者生育能力，预防苗勒氏管及异位睾丸发生恶变。 

结论  PMDS 是一种罕见疾病。在儿童早期缺乏典型临床表现，常因隐睾、腹股沟疝等表现进行检

查时发现。该疾病在儿童中的早期诊断和治疗通常是困难的。正确的诊断依赖于系统的内分泌评价

和基因分析。该例病例的报道丰富了基因知识，同时增加了中国儿童基因数据。对于残存苗勒氏管

结构的处理仍存争议，需要更多数据进一步支持。 

 
 

PU-1266 

垂体性巨人症临床资料总结 

——单中心 56 例垂体性巨人症的回顾性分析 

 
杨莹莹 1,朱惠娟 1,王林杰 1,卢琳 1,邓侃 1,姚勇 1,连欣 1,有慧 1,孙健 1,王任直 1,王桂侠 2 

1.北京协和医院 

2.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收集总结垂体性巨人症的临床资料明确中国地区垂体性巨人症患者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1990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及神经外科诊断为“垂体性巨人

症”的患者的病例资料，总结所有纳入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情况以及

随访资料，以此明确垂体性巨人症患者的临床特征。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56 例垂体性巨人症患者，其中 4 例诊断为 McCune-Albright ，1 例诊断为

MEN-1。男性患者 39 例，女性患者 17 例。所有患者就诊时中位身高标准差分数（Standard 

Deviation Score，SDS）为 4.2 [3.2，5.4]，起病即表现为身高增长过快的为 34 例，而起病表现为

肢端肥大症的为 27 例。初始症状出现的中位年龄为 11.0 岁[6.5,14.0]，中位病程年数为 5 年

[3.0,11.5]。诊断时的中位 IGF-1（测量）/ IGF-1（正常参考值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 age-

referenced norms for IGF-1 concentration， ULN）水平为 1.7 [1.2,2.4], 均明显高于正常值。诊断

时中位血磷（P）/P(ULN)为 1.09[0.98,1.23] 。经影像学证实为垂体大腺瘤有 39 例（69.64%），

其中侵袭性生长的占 37.5%。共有 51 例患者接受了手术，其中 43.8%的患者在短期内实现缓解，

但仅有 33.3%的患者在长期随访中实现缓解。 

结论    本研究回顾了 56 例垂体性巨人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巨人症患者总体上具有起病早、诊断

晚、病程长、男性患者居多的特点。目前仍将手术治疗作为其一线治疗，尽管治疗后术后即刻 GH

值明显低于术前，但无论是短期随访还是长期随访显示其缓解率不理想；必要时仍需联合生长抑素

类似物的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以此提高其缓解率。综上所述，垂体性巨人症在临床上的治疗仍旧是

一个难题，容易复发且治疗效果不佳，下一步应该联合多中心研究探究更精确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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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7 

自身免疫性垂体炎 16 例临床分析 

 
赵艳艳,景娜,郭丰,王娇,申奥,丁晓煦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并讨论自身免疫性垂体炎（Autoimmune Hypophysitis, AH）患者的临床特点、诊断

治疗方法及预后，深化对 AH 的认识，指导临床诊疗。 

方法  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2 年至 2018 年间诊断为 AH 的 16 例病例，收集其临床特

点、垂体靶腺功能检测、影像学特点、治疗措施及预后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本组 16 例患者中原发性淋巴细胞性垂体炎（LYH）13 例，肉芽肿性垂体炎（GH）2

例，继发于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的继发性自身免疫性垂体炎 1 例；年龄在 16-57 岁之间；

男女比例为 1：3；病程 1 个月-6 年不等。（2）临床特点：10 例患者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

吐、视物模糊等颅内占位症状；中枢性尿崩症（CDI）是 AH 患者最常见的症状（75％，

12/16）；在患有垂体功能减退症的 AH 患者中，按照垂体功能各轴系受累的比例可以发现低促性

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HH）是最常见的垂体靶腺受累（68.8％，11/16），其次是 GH/IGF-1

轴受损（37.5％，6/16），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是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中第三常见的表现

（18.8％，3/16），而继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最少见（12.5％，2/16）。16 例患者均行垂体

MRI 检查，其中垂体柄增粗是最常见的影像学表现（37.5％，6/16），31.3％（5/16）的 AH 患者

垂体 MRI 显示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31.3％（5/16）的患者显示鞍内占位及鞍上扩张。本组 16 例

患者中有 3 例经垂体活检病理确诊。16 例全部给予生理剂量激素替代治疗，10 例采取糖皮质激素

冲击治疗，5 例密切观察与随访，1 例 GH 行经鼻蝶鞍占位切除术治疗。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中有

3 例继发重度骨质疏松，给予补钙和维生素 D 治疗。治疗后 16 例患者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缓解，部

分垂体前叶功能得到改善。 

结论  自身免疫性垂体炎以中枢性尿崩症和垂体前叶功能减退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垂体前叶功能减

退症发生的比率从高到底依次为 LH/FSH＞GH/IGF-1＞ACTH＞TSH。MRI 是诊断和评估预后的简

单有效的方法，垂体柄增粗及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是 AH 常见的影像学表现。垂体活检是确诊的重

要手段。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可有效改善垂体前叶功能，缩小病变，但目前尚无糖皮质激素治疗该

病的标准方案及诊疗规范。 

 
 

PU-1268 

随访至终身高的特发性矮小多中心研究 

 
吴迪,巩纯秀,冯国双 

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评价用生长激素治疗的 ISS 儿童随访至成年终身高的疗效，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来自中国大陆不同地区 5 家三甲医院儿科内分泌专业随访曾予生长激素治疗、目前已停药并

达成年终身高的 ISS 患者。主要评价指标为终身高标准差积分（AHtSDS）与基线标准差积分

（BHtSDS）的差值，即△1HtSDS。次要指标为 AHtSDS 与遗传靶身高标准差积分（THtSDS)的

差值，即△2HtSDS，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5 个中心（北京 2 家，天津，苏州，福建各 1 家中心）共有 287 例 ISS 入组，其中男 178

例，女 109 例。用药初始（基线）男女平均年龄分别为：12.7 ± 1.90 岁，11.3±1.34 岁，骨龄

9.68 ± 2.35 岁，10.2±2.07 岁。目前平均年龄分别为：18.4 ± 1.98 岁，18.2 ±2.07 岁。BHtSDS 男

女分别为：-3.07，-2.75，AHtSDS 分别为：-2.00，-1.41，男女童 AHtSDS 与 BHtSDS 相比，

P=0.0000，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按疗程分组，各组基线身高（BHtSDS）和遗传靶身高

（THtSDS）均一致。将疗程<3m 组视为对照组，余疗程组（3-6m，6-12m，1-2 年，≥2 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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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比较△1HtSDS，长疗程，即疗程≥2 年组，与<3m 比较，P=0.023，有统计学意义。即：疗程

≥2 年组，经过治疗，终身高获得 1.6 SD 的增加。而其他各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别，即疗程少于 2

年与不治疗无差别。不治疗也能自发获得 0.9SD 的追赶。男女孩分别按疗程分为≤1 年，1-2 年，

≥2 年 3 组，比较各疗程组△2HtSDS。女孩：疗程<1 年与≥2 年，有统计学差异，p=0.015。男孩

各疗程组间无统计学差异。53.9%（96/178 例）ISS 男孩、76.1%（83/109 例）ISS 女孩终身高

HtSDS＞ -2SD，即达到正常、非矮小身高。此部分人群中，疗程≥2 年组，  AHtSDS 超过

THtSDS。采用非劣效检验比较 AHtSDS 与 THtSDS，提示本组男孩 AHtSDS 低于 THtSDS。女孩

AHtSDS 不低于 THtSDS。以△2HtSDS 为因变量，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基线年龄、基线

身高 HtSDS、疗程都对∆ 2HtSDS 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47，0.0011，<0.0001，

0.0095。 

结论  ISS 儿童用生长激素治疗，建议疗程≥2 年，能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PU-1269 

淋巴细胞性垂体炎自发缓解一例并文献复习 

 
王雅静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淋巴细胞性垂体炎（LYH）是一种较为罕见的自身免疫性内分泌疾病，本文通过解放军总医

院收治的 1 例确诊为淋巴细胞性垂体炎后自发缓解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治过程，探讨其临床特点与

诊治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自发性缓解的淋巴细胞性垂体炎患者的临床特点、诊治经过及预后等资料，

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总结其临床特点， 

并探讨其原因及对治疗的思考。 

结果  本例患者在孕产期因头痛、多饮、多尿起病，且入院后实验室检查提示甲状腺轴、肾上腺

轴、性腺轴等功能低下，多种激素分泌不足。核磁结果示垂体肿胀，垂体柄增粗。该患者未行激素

冲击或手术治疗，予优甲乐及弥凝对症替代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且影像学提示垂体肿胀自行

恢复。2 年半后复查，患者影像学表现基本正常，仅表现为月经未恢复正常。 

结论  LyH 有部分病人可自发缓解，可能与抗原抗体反应、妊娠期垂体体积增大等因素有关，在治

疗方面，可以根据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病变部位不同、对激素的反应等因素进行分析与权衡，传

统治疗以激素替代治疗与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为主要方式，但应注意个体化，因此对于临床症状相

对较轻、无明显占位效应患者，可行替代治疗或随访观察，可避免激素及手术带来的副作用。 

 
 

PU-1270 

身高偏高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栗夏莲,邢晶晶,任高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一例腺垂体功能减退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患者身高偏高的原因。 

方法  动态观察一例身高偏高的 PSIS 患者的身高变化并分析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

特点。 

结果  患者，男，第 2 胎第 2 产，足月足先露难产，13 岁开始生长速度明显慢于同年龄、同性别儿

童，15 岁因“身材矮小及第二性征不发育”初次就诊，身高（150cm）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儿童平均

身高的 3 个标准差，Tanner 分期 P1G1，左右睾丸体积分别为 1.2ml 和 1.1ml，实验室检查确诊腺

垂体功能减退，GH 基础值：<0.05μg/L， IGF-1：2.62ng/ml，低血糖兴奋试验：GH 峰值

2.4μg/L，后于 20 岁、23 岁、27 岁复查 GH 基础值均<0.05μg/L，IGF-1 均低于正常值下限；性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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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FSH：0.33IU/L，LH：0IU/L，T：0.25ng/ml，GnRH 激发试验：FSH 及 LH 峰值分别为

1.02IU/L 和 0.1IU/L；甲状腺激素：FT3：4.38pmol/L，FT4：5.21pmol/L，TSH：9.07μIU/ml；血

Cor8 点：16.7ng/ml，ACTH8 点：20.8pg/ml；PRL：0.11ng/ml，具有典型的 PSIS 垂体 MRI 表

现，应用 rhGH 治疗 2 月因无效自行停用，但停药后从 16 岁（150cm）开始缓慢增长，以平均速

度 3.3cm/年逐渐增长至今，现 27 岁，身高：182cm，BMI：32.91kg/m2，骨龄：15-16 岁，糖耐

量及胰岛素释放试验：0h、0.5h、1h、2h、3h 血糖分别为 10.0mmol/L、10.8mmol/L、

7.9mmol/L、8.3mmol/L、4.9mmol/L，胰岛素分别为 112.1μU/ml、182.8μU/ml、159.7μU/ml、

105.0μU/ml 、 14.7μU/ml ，腰椎部骨量减少： Z 值： -3.1 ， T-CHO ： 5.43mmol/L ， TG ：

1.74mmol/L，骨骺未闭合，生长仍在继续，且表现为肥胖、高胰岛素血症、骨量减少及血脂异

常。 

结论  这类身高异常的 PSIS 患者一般有除 GH 以外的一种或多种激素缺乏，尤其是促性腺激素缺

乏，可能是与性激素缺乏使骨骺闭合延迟有关，也可能与高水平胰岛素通过作用于骨骼的 IGF-1 受

体产生类 GH 作用有关。TSH 升高可能是因为垂体分泌 TSH 的细胞尚有功能，被降低的 FT4刺激

后分泌更多 TSH，但生物活性下降。 

 
 

PU-1271 

垂体脓肿伴尿崩症及高泌乳素血症一例报道 

 
佘玉清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目的  患者女性，50 岁。因“化脓性中耳炎三年间歇热六月伴多饮多尿三月”入院。患者 3 年前出现

恶心、呕吐、听力下降等症状，在当地医院诊断为“慢性化脓性中耳炎”3 年来不定期在当地医院使

用抗生素治疗。现因间歇性发热 6 个月伴烦渴、多饮、多尿 3 个月入院，热度介于 38~39℃之间，

无规律性，伴头痛。每日饮水量约在 15000ml 以上，尿量每日可达 10000ml 左右，并逐渐感到双

眼视物模糊，双侧乳房发胀，有少量白色乳汁溢出。入院前曾在当地作蝶鞍摄片及 CT 检查均无异

常发现，既往除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外其它无特殊。绝经一年。无特殊药物服用史。 

方法  体格检查：T38.2℃，BP118/70，慢性病容。巩膜无黄染。心肺无异常。挤压两侧乳房有白

色乳汁溢出，腹无包块，肝脾未扪及。四肢及神经系统无阳性发现。耳科检查：右耳鼓膜内陷穿

孔，外耳道有少量分泌物。 

辅助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及血电介质均正常。血、尿培养及肥达反应（一）。血

FT33.8nmol/L、FT413.6nmol/L、TSH1.2mIU/L（均正常）。FSH0.8mIU/L，LH1.2mIU/L（降

低），PRL98ng/ml（升高），血皮质醇（ng/L）：8Am16，4pm12，11pm7（正常）。24 小时尿

量 10200lml 比重 1002-1004 之间，禁饮加压素试验示垂体性尿崩症。 

结果  先后给予大剂量青霉素、先锋必素约 4 周，体温有所下降，但不能完全恢复正常，介于

37.5~38℃之间。对尿崩症则先后给予双克、卡马西平及垂体后叶粉吸入，能满意控制病情，同时

服溴隐亭每日 5~7.5mg。一月后复查血 PRL 为 3.5ng/ml。治疗两个月后患者主诉头痛、视力模糊

明显，再次复查蝶鞍 CT 提示鞍内占位病变。 

结论  垂体脓肿术前诊断十分困难。早期 X 线摄片及 CT 检查不一定有阳性发现。有时可见垂体低

密度区，但易被忽略[5]。待脓肿逐渐扩大后又易误为垂体占位病变，故最后确诊需依靠手术。垂体

脓肿的治疗除全身给予抗生素外，经蝶窦显微手术穿刺引流清除脓汁十分重要。对垂体功能紊乱应

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垂体脓肿治愈后有可能遗留持久性垂体功能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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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2 

485 例手术治疗垂体瘤患者的临床分析 

 
胡彬彬,张梅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手术治疗垂体瘤患者的手术前后临床表现情况、影像学、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术后垂

体功能减退及激素替代治疗情况和随访率，为垂体瘤术后规范化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8 月就诊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垂体瘤并

行手术治疗的患者，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后续治疗情况，使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分析其肿瘤类

型、临床特征与术后垂体功能低下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垂体瘤病例 485 例，其中其中男性 219 例(45.2%)，女性 266 例(54.8%)。就诊

平均年龄 48.55±13.70 岁。病理分类以 PRL 瘤最多，共 181 例(37.3%)；TSH 瘤最少，共 7 例

(1.4％)。不同分类的垂体瘤男女构成比不同，其中 ACTH 瘤及 FSH/LH 瘤男女构成比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临床表现：肿瘤压迫症状约占半数，激素分泌过多和垂体功能低下引起症状者占少数。Pearson 相

关性分析发现肿瘤大小与临床症状数量成负相关（r= -0.127，p=0.005）。 

影像学特征：肿瘤最大径的平均值 18.01±11.77 mm，84 例(17.3%)为微腺瘤(<l0mm)，369 例

(76.1%)为大腺瘤(<40mm)，32 例(6.6%)为巨大腺瘤(>=40mm)， 

手术并发症：115 例患者(23.7%)合并各类并发症。经蝶手术以鼻部出血等并发症为主，非经蝶手

术者则以低钠血症为主。按肿瘤大小分组，大腺瘤及巨大腺瘤中发生出血的比例明显高于微腺瘤组 

(P=0.004)。 

垂体前叶功能减退：术前有 131 例(27.0%)出现垂体前叶功能减退，术前垂体功能减退与肿瘤类型

相关。术后垂体前叶功能减退与术前激素水平相关。 

激素替代：共有 184 例患者(37.9%)接受后续随访。未定期随访组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及肾上腺激

素替代治疗比例明显低于定期随访组(41.3%，62.1% vs 86.7%，95.2%)。 

随访频率：以术后 1 年为限，1 年内主动随访者定义为定期随访。定期随访组患者共 75 例

(40.8%)，7 例(9.3%)随访一次，43 例(57.3%)随访 2 次，3 例(4.0%)随访 3 次，22 例(29.3%)随访

4 次及 4 次以上。 

结论  不同类型垂体腺瘤的特征不同。术后垂体功能低下与术前激素水平有关,术后垂体功能障碍发

生率较高。非定期随访组的激素替代治疗率明显低于定期随访组。因此需长期随访评估。 

 
 

PU-1273 

肺不典型类癌致儿童异位 ACTH 综合征 1 例报告 

 
陈佳佳,曹冰燕,苏畅,刘敏,李文京,梁学军,陈诚豪,曾琪,巩纯秀 

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罕见的儿童肺不典型类癌致异位 ACTH 综合征 

方法  对 1 例儿童肺不典型类癌致异位 ACTH 综合征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并进行相关文献复

习 

结果  患儿，女，9 岁 13 天，因“发现体重增长迅速 1 年 6 月”入院。患儿否认使用糖皮质激素。入

院查体：右上肢血压 147/108mmHg，体重 37.5kg，身高 121cm，腰围 85cm，臀围 76cm，BMI 

25.95kg/m2。向心性肥胖，满月脸，多血质面容，水牛背，颈部、双腋下及腹股沟皮肤可见黑棘

皮，全身多毛，颜面部可见数枚暗红色痤疮，前胸部、腹部及后背部可见陈旧性丘疹，腹部及双大

腿根部可见数条紫纹。双侧乳房 Tanner III 期，阴毛 Tanner III 期。检查：血气分析：失代偿性碱

中毒；血生化：钾 2.64mmol/L，ALT63.7U/L 高。TG1.95mmol/L，HDL-c 4.81mmol/L，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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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mmol/L 及血糖 6.54mmol/L 增高。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异常，糖化血红蛋白正常。24 小时尿儿

茶酚胺正常。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824.87ug/24h 高。肿瘤标记物：NSE：25.29ug/l 高，

CA125：204.8KU/L 高。ACTH 8AM：119 ng/L，皮质醇 8AM ：341μg/L 均升高，且节律紊乱，

患儿行过夜，小剂量及大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皮质醇水平均不能抑制。垂体 MR 未见异常信号。

淋巴结彩超：右侧颈部淋巴结数枚，皮髓质分界清。胸 CT：右肺下叶外侧段可见不规则致密结

节，纵隔内未见肿大淋巴结。双侧胸腔背侧可见条状高密度影。胸 CT+增强：右肺下叶前基底段实

变影，左肺上叶舌段及双肺下叶背段、后基底段斑片、索条影，双侧胸膜增厚。肾上腺 CT 增强+

重建：左侧肾上腺内支粗大，增生？。下腹部 CT 增强+重建：腹腔内及腹膜后未见占位性病变。
18F-FDG PET/CT：鞍区左侧垂体代谢增高灶，考虑腺瘤可能。右下肺代谢增高灶，性质待定。

头、颈、胸、腹部和盆部其余部位未见明确代谢异常增高病灶。全身生长抑素受体显像：未见异

常。岩下窦与外周血 ACTH 之比小于 1.5：1，提示非垂体来源 ACTH。 

结论  异位 ACTH 综合征在青少年儿童中发病极罕见，早期发现及治疗重要，但临床上明确异位肿

瘤定位是巨大的难点。本例患儿是非典型支气管肺类癌，此类癌儿童临床亦少见，极易误诊。诊断

后，彻底切除肿瘤、最大限度保留正常的肺组织是治疗的基本目标。 

 
 

PU-1274 

垂体促甲状腺激素大腺瘤与微腺瘤临床特征差异分析 

 
范晓静,赵思童,王雅静,赵玲,贾晓蒙,臧丽,杜锦,谷伟军,杨国庆,郭清华,王先令,吕朝晖,巴建明,窦京涛,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垂体促甲状腺激素(TSH) 大腺瘤与微腺瘤临床特征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文数据库中 1981 年~2017 年间公开发表的垂体 TSH 瘤病例资料，对比不同腺

瘤分组的患者临床资料。 

结果  纳入 153 例患者[微腺瘤(<10mm)33 例，大腺瘤(10-30mm)96 例，巨大腺瘤(>30mm)24

例]。随着肿瘤分组直径增大，男性更多见(37.5% vs 61.9% vs 71.4%，P=0.023)，诊断年龄更小

[(47.8±13.0)岁 vs (41.0±13.4)岁 vs (36.0±13.2)岁，P=0.014)。微腺瘤组患者更多因甲状腺腺毒症

就诊(93.9% vs 67.7% 37.5%，P<0.001)。微腺瘤、大腺瘤和巨大腺瘤三组间的病程、误诊为原发

性甲亢的比例和甲状腺肿大的分度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三组 TSH 升高者所占比例无显著差异

(39.3% vs 58.9% vs 55.6%，P=0.206)，但三组 TSH 水平升高倍数有显著差异[0.63 (0.47-1.28) vs 

1.15 (0.83-1.94) vs 1.03 (0.64-2.29)，P=0.014]。三组 FT3、FT4 升高倍数均未见明显差异。相比

微腺瘤组，大腺瘤和巨大腺瘤组手术率更高(63.6% vs 89.6% vs 83.3%，P=0.003)。 

结论  垂体 TSH 大腺瘤更多见于男性患者。大腺瘤的形成机制可能不完全由长期误诊误治所致，但

临床上仍需密切随访微腺瘤。TSH 水平不与肿瘤直径呈正相关，TSH 水平正常时也需警惕大腺瘤

存在。 

 
 

PU-1275 

原发性空泡蝶鞍激素及影像学研究 

 
姜蕾,陈睿,蒋怡然,周薇薇,苏頲为,王卫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原发性空泡蝶鞍（PES）是蛛网膜下腔突入蝶鞍，造成垂体受压出现蝶鞍空虚、被脑脊液充

满的影像学诊断，常可伴头痛、视力损害、肥胖、血压增高、女性月经不规律及男性性功能低下等

临床症状，并可存在不同程度的腺垂体功能减退。目前对于 PES 患者，临床尚缺乏可靠的评估垂

体储备功能的筛查指标。本研究拟通过垂体功能及影像学数据分析，探究提示患者垂体储备功能不

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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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和分析 2012 年至 2016 年上海市瑞金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头颅 MR 检查发现的 116 例

PES 患者垂体功能评估数据，包括甲状腺功能、性激素、生长激素、血 ACTH、血皮质醇节律、

24h 尿皮质醇测定，及胰岛素低血糖激发试验（ITT），比较激素正常组及激素异常组影像学差

异，探究提示 PES 患者垂体储备功能减退风险的筛查指标。 

结果   116 例 PES 患者中，激素正常者 73 例，激素异常者 43 例（37.07%）。与激素正常组相

比，激素异常组 LH、FSH、T、FT、8 点血 F 水平明显降低（P<0.01），PRL、TSH 水平升高

（P<0.01）。ITT 试验发现 PES 患者垂体激素储备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而高于特发性垂体功能减

退组。影像学分析发现，激素正常组与激素异常组垂体矢状位面积（P<0.001），垂体高度

（P<0.001）及长径（P=0.007）有明显差异；ROC 曲线显示垂体矢状位面积及垂体高度对垂体功

能减退有诊断意义（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2，P<0.001 及 0.761,P<0.001）。垂体矢状位面积

<2.35mm²及垂体高度<2.35mm 的患者发生垂体储备功能减退的风险高，其诊断敏感性分别为

94.5%及 59.4%，特异性分别为 72.1%和 80%。 

结论  垂体高度与垂体矢状面面积是 PES 患者垂体储备功能减退的筛查指标。对于垂体高度小于

2.35mm 及垂体矢状面面积小于 2.35mm²的患者应加强随访，必要时及时行激素替代治疗。 

 
 

PU-1276 

Laron 综合征患者临床特征总结 

及 GHR 基因新发突变的功能研究 
 

李冉 1,2,朱惠娟 1,2,潘慧 1,2,龚凤英 1,2,阳洪波 1,2,王林杰 1,2,陈适 1,2,赵宇星 1,2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卫生健康委员会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2.中国医学科学院罕见病研究中心 

 

目的  Laron 综合征是由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轴上相关基因突变导致生长发育迟缓、身材

矮小以及代谢紊乱的临床综合征。本研究目的在于报道 Laron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点，基因检测结

果并且通过细胞学实验对新发现的 GHR 基因突变位点的功能进行探究。 

方法  回顾性总结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4 例 Laron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诊治情况，并对已报道中国

Laron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总结。构建 GHR 基因野生型及新发现突变型的质粒表达载体，

采用脂质体转染法瞬时转染 HEK293T 细胞以及 HepG2 细胞，通过 WB 检测不同突变型 GHR 的

表达情况，同时利用免疫荧光染色技术，观察不同突变型表达的 GHR 在细胞内的分布情况。 

结果  （1）临床特点：4 例 Laron 综合征患者均为男性，平均起病年龄 2.5 岁（范围：1.0 ~ 6.0

岁），诊断年龄 7.6 岁（范围：3.5 ~ 14.3 岁）。患者中位身高 SDS 为-4.73（范围：-2.80 ~ -

6.71）。部分患者表现为 Laron 综合征典型面容（前额突出、鼻梁塌陷、中面部发育不良）。生长

激素激发试验中 GH 峰值明显升高（范围：23.4 ~ ＞33.8 ng/ml），IGF-1 基础值极度低下（＜

25ng/ml），骨龄落后（平均延迟 17.5 月，范围：6 ~ 28 月）。分析已报道 35 例中国 Laron 综合

征患者（M/F:27/8），年龄为 9.1±3.4 岁（范围：2.2 ~ 15.0 岁），身高 SDS 为-4.4（Q1: -5.9; Q3: 

-2.7），GH 峰值为 17.01 ng/ml。（2）GHR 基因外显子测序：共发现 3 个新的突变位点，其中患

者 3 携带一个杂合无义突变（c.766C>T , Q256X），患者 4 携带 c.587A>C (Y196S)与 c.1707-

1710del (E570fs)的复合杂合突变。（3）细胞学实验：Y196S 突变型 GHR 蛋白表达量较野生型降

低，Q256X 突变型 GHR 分子量约为 43kD 左右，较野生型 GHR（100kD）明显小。免疫荧光染色

发现，Y196S 突变型 GHR 与野生型 GHR 均在细胞膜上分布，而 Q256X 与 E570fs 突变型 GHR

主要分布在细胞浆内，在细胞核外呈环状分布，提示 GHR 蛋白从胞浆到细胞膜的转运出现异常。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 GHR 基因 3 个新的突变位点，细胞学实验表明 Q256X 突变型 GHR 分子量较

野生型明显小，Q256X 与 E570fs 突变型 GHR 在细胞内分布出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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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7 

清晨血皮质醇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作为库欣病经蝶术后 

缓解标准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朱蕾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描述性分析库欣病患者经蝶术后 1 年内清晨血浆皮质醇（PTC）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的动态变化，并探讨术后次日及 1 周 PTC 及 ACTH 水平作为库欣病经蝶术后缓解标准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入院顺序依次纳入 2009-2017 年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经蝶手术的 50 例库欣病患者，

以术后 3-12 月的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后 PTC<50nmol/L 或 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位于我院正

常水平（20.26-127.55ug/24hr）为术后主要生化缓解标准。检测库欣病经蝶术后次日、1 周、1

月、3 月、6 月、1 年的 PTC 及 ACTH 水平，描述性分析经蝶术后生化缓解者术后 PTC 及 ACTH

水平的动态变化，并计算术后次日及 1 周 PTC<138nmol/L 及 ACTH<20ng/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

度和特异度。 

结果   

1、库欣病经蝶术后的缓解者激素水平的动态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①患者术后 PTC 水平较术前明显下降，多数患者术后次日 PTC 水平大于术后一周，术后 3 月

时皮质醇水平开始回升，术后 6-12 月时皮质醇恢复接近正常水平；②术后次日及 1 周 ACTH 水平

较术前明显下降，但术后 1-12 月 ACTH 水平的动态变化无明显规律性。 

2、经蝶术后 PTC 及 ACTH 水平对术后缓解的诊断价值如下： 

      ①术后次日 PTC<138nmol/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 70%，特异度 96%；术后 1 周

PTC<138nmol/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为 81%、特异度为 96%；②术后次日 ACTH<20ng/L 诊断

术后缓解的敏感度 94%、特异度 97%；术后 1 周 ACTH<20ng/L 诊断术后缓解的敏感度 96%、特

异度 96%。 

结论  本研究认为，术后 1 周 PTC<138nmol/L 及次日血 ACTH＜20ng/L 对库欣病经蝶术后缓解具

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PU-1278 

14 三体综合征 1 例报告 

 
王新军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1 例 47,XX,+14 和 46,XX 的嵌合型病例的临床特点及治疗。 

方法  患者，女，9 岁 9 月。因生长缓慢 7 年就诊。患者足月顺产，出生体重正常。学习成绩良

好。无头痛、头晕，无恶心、呕吐。查体：体重 18.5kg，身高 121.4cm（-2.8SD），比正常同龄

女童身高低大约 17cm。其他未见异常。无智力低下，无面部多痣，无第四掌骨短，无肘内翻，无

上睑下垂。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电解质正常，血糖及甲状腺功能正常。左手及腕关节 X 线正

位片示骨龄落后，见 7 块腕骨。妇科彩超：子宫体积较同龄儿童小，双侧卵巢显示不清。生长激发

试验提示生长激素完全缺乏。垂体 MRI 正常。 

结果  该患者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47，XX，+14[6]/46,XX[54]。此患者核型为 47,XX,+14 和

46,XX 的嵌合体。此患者 60 个中期分裂相中发现有 6 个异常核型。该患者临床症状以身材矮小为

主。给予生长激素 3U 每晚睡前皮下注射治疗，患者身高增长明显，治疗 19 个月后身高增长

18.3cm 至 139.7cm（-1.2SD），并于 11 岁 5 月左右时月经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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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嵌合型 14 三体综合征（14  trisomy syndrome）是一种罕见的染色体缺陷。最常见的特征是

生长发育迟缓、精神运动迟缓、宽鼻、发育不良和/或明显的低套耳、小颌畸形、短颈、先天性心

脏病。男性可有小阴茎和隐睾。其他常见的表现有前额突出、睑裂狭窄、身体不对称和异常皮肤色

素沉着等。迄今为止仅报道了 2 位 14 号染色体三体的成年患者（Fujimoto 等人，1992）。该疾病

根据其异常细胞所占比例的不同, 临床症状有较大的差异。 

 
 

PU-1279 

包绕颈动脉的 TSH 大腺瘤应用生长抑素后 

行手术治疗 1 例并文献复习 
 

甄琴,赵立,王育璠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例包绕颈动脉的垂体促甲状腺素瘤(thyrotropinomas,TSH 瘤)应用生长抑素治疗后瘤

体缩小再顺利经鼻垂体瘤手术切除的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以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一例包绕颈动脉的 TSH 瘤患者进行详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辅助检查，术

前、术后评估随访，通过 medline 检索文献，对相关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病史特点：患者，女，18 岁，因“怕热、多汗、手抖 2 月”入院。（2）体格检查：双甲

状腺Ⅱ°肿，质韧。HR90bpm，律齐，无手颤，双下肢胫前粘液性水肿。神经系统无殊。（3）辅

助检查：FT3：11.6（pmol/L），FT4：34.52（pmol/L），TSH9.69(uIU/L)，TRAb1.35(IU/L)，

TGAb1293(IU/ml)，TPOAb255.2(IU/ml)。B 超示甲状腺弥漫性病变，吸碘率轻度升高。FNA 细胞

学为淋巴性甲状腺炎。垂体增强 MRI：垂体明显肿大伴软组织肿块（20*25*29mm），垂体柄受压

右移，肿块向左生长包绕颈动脉。皮质醇、ACTH 昼夜节律、生长激素、性激素正常。大剂量 DX

抑制试验，皮质醇、ACTH 及 TSH 均被显著抑制。生长抑素试验 TSH 被抑制 81%。（4）诊治经

过：结合病史、查体及辅检，诊断 TSH 瘤合并桥本甲状腺炎。予心得安 10mg tid 控制心室率、善

龙 20mg 肌肉注射 Qm 治疗 1 月复查 MRI 瘤体较前缩小，甲功：FT3：2.65， FT4：8.08、

TSH4.32，较前减低。3 个月后神经外科经鼻垂体瘤切除术。术后 TSH 降至正常，T3、T4 降低，

予优甲乐替代（75ug QD），垂体其他轴功能正常。（5）文献复习：①TSH 瘤少见，既往文献报

道 90%为大腺瘤。②手术是 TSH 瘤首选治疗，采用经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大腺瘤则经额手术。

TSH 腺瘤细胞表面有生长抑素受体表达(SSTR)，生长抑素能有效减少 TSH 分泌，使 40％的肿瘤

体积缩小 20％。本研究中 TSH 瘤包绕颈动脉，手术难度大。术前应用善龙治疗瘤体缩小，甲状腺

激素下降，3 个月经鼻全部切除肿瘤，创伤小。 

结论  1.垂体 TSH 瘤少见，需联合多种功能试验完整评估、早期诊断。2.手术是 TSH 瘤首选治疗方

式。术前短期应用生长抑素准备能为大腺瘤手术创造更好条件，甚至缩小肿瘤的体积。 

 
 

PU-1280 

糖耐量正常的肢端肥大症患者的胰岛素分泌功能 

及动态血糖谱特点的研究 

 
孙全娅,赵晓龙,李晓庆,张朝云,苗青,张琼月,叶红英,周丽诺,李益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高生长激素水平可能通过影响胰岛 β 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导致糖代谢

异常。本研究探讨肢端肥大症患者的胰岛素释放、胰岛素敏感性以及利用回顾性动态血糖监测系统

（CGMS）了解其动态血糖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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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入选 6 例糖耐量正常的肢端肥大症患者作为研究组，6 例正常人为对照组，进行 75g 口服葡

萄糖耐量试验（OGTT）、胰岛素释放试验及 72 小时回顾性动态血糖监测，分别比较胰岛 β 细胞

功能及胰岛素敏感性指数，72h 平均血糖水平（MBG），以及日内血糖波动水平，包括血糖水平的

标准差（SDBG）和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 

结果  （1）肢端肥大症组与对照组的年龄、BMI、血肌酐、转氨酶无显著差异。（2）肢端肥大症

组 OGTT 3h 血糖（5.07±1.10 m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3.71±0.49 mmol/L），P＜0.05。肢端

肥大症组 OGTT 2h 胰岛素 (112.85（ 45.35~159.55）  mU/L， )显著高于对照组（ 39.65

（24.93~60.90） mU/L），P＜0.05。（3）肢端肥大症组餐后葡萄糖处置指数 ISSI2 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25 ）。 (4)肢端肥大症组 72h MBG 显著高于对照组 (6.26±0.23 mmol/L vs 

5.48±0.52mmol/L，P=0.007)，肢端肥大症组血糖≥7.8mmom/L 的时间比例显著大于对照组（分别

为（10.33±5.89）%，（2.17±2.99）%，P=0.013）。 

结论  利用 CGMS 可以更早的发现肢端肥大症患者的血糖异常，即便是 OGTT 提示糖耐量正常的

肢端肥大症患者。糖耐量正常的肢端肥大症患者较正常人相比，餐后对葡萄糖的处置能力明显下

降。 

 
 

PU-1281 

促甲状腺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 5 例报告 

 
贾彦春,何庆,郭卫红,刘铭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促甲状腺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SITSH)是一种以血清游离 T3(FT3)及游离 T4(FT4)升高而促

甲状腺激素(TSH)不被抑制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主要包括垂体促甲状腺激素瘤(TSH 瘤)及甲状腺激

素抵抗综合征(RTH，又叫甲状腺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垂体 TSH 分泌瘤的首发症状常为甲状腺毒

症，而 RTH 患者临床表现多样。现在我们汇报 5 例促甲状腺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的患者，对其

临床表现进行分析，总结 TSH 瘤与 RTH 的鉴别诊断要点。 

方法  对患者进临床资料分析及总结，包括病史、查体、化验、影像学检查及治疗情况。 

结果  5 例促甲状腺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的患者，男女比例为 4:1，年龄 36-58 岁，4 例因表现为

心悸、出汗、手颤、消瘦等症状而就诊，1 例体检发现垂体占位而就诊。5 例患者均表现为 FT3、

FT4 升高，其中 4 例 TSH 升高，1 例 TSH 正常，TRAb 均阴性。3 例曾被误诊为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并予赛治长期口服治疗，效果欠佳。4 例患者垂体核磁发现垂体占位性病变，病理证实为垂体

瘤，免疫组化 TSH 均阳性，其中 1 例合并 LH 及 GH 阳性；1 例患者垂体核磁未见异常，考虑为

TRH。治疗：4 例垂体占位患者行垂体瘤切除术治疗病情好转，1 例考虑为 TRH 患者予减慢心率等

对症治疗，随诊观察病情。 

结论  1.TSH 瘤与 RTH 尽管均表现为 TSH 不适当分泌，但其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案各不

不同，易被误诊为其他甲状腺疾病。 

2. TSH 瘤主要表现为甲状腺肿大及甲亢，部分患者以垂体占位的症状就诊。垂体 MRI 是诊断垂体

瘤重要的影像学检查。TSH 瘤 90%为大腺瘤，手术为 TSH 瘤的一线治疗方案。 

3. RTH 是一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可分为全身抵抗型、选择性垂体抵抗型、选择性外

周抵抗型，以全身抵抗型相对多见。RTH 患者治疗上以对症治疗为主，不推荐使用抗甲状腺药

物，禁用甲状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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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2 

以尿崩症为唯一首发表现的垂体转移瘤一例报告 

 
王丹,谷晓岚 

大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通过对该病例的分析，加深对垂体转移瘤的认识，有助于本病更好的诊治 

方法  病例分析 

结果  右肺下叶腺癌 IV 期，纵膈、肺门淋巴结转移，垂体转移，脑转移，甲状腺转移，肝转移及骨

转移可能性大 

结论  对于中枢性尿崩症的中老年患者，在发现垂体占位时，要注意除外恶性肿瘤，尤其是肺部肿

瘤的转移，高度警惕垂体转移瘤的可能。 

 
 

PU-1283 

蝶窦未分化肉瘤致垂体功能减退 1 例病例分析 

 
刘宝英,冯毅,卢瑛,梁干雄 

中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蝶窦未分化肉瘤致垂体功能减退，拓宽临床医师对垂体功能减退病因的认识。 

方法  收集临床资料 

病例资料：患者，男性，60 岁，因“头晕、纳差 3 月”入院。患者 3 月前开始出现头晕、纳差，于当

医院住院，检查发现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诊断“2 型糖尿病、高血压病”，予二甲双胍及降压药物

治疗。经治疗后血糖、血压控制，但仍反复头晕、纳差，并出现颈后及枕部疼痛不适，为进一步诊

治入我院。 

辅助检查：糖化血红蛋白 7.2%，甲功提示 TSH 0.168（0.55-4.78）uIU/ml，FT3 3.11(3.50-

6.56)pmol/l ， FT4 10.32(11.5-22.7)pmol/l 。 昼 夜 皮 质 醇 节 律 示 ： 血 浆 皮 质 醇 8am 

85.2mOsm/KgH，4pm 60.2mOsm/KgH，0am 25.5mOsm/KgH，ACTH 8am 26.17pg/ml，4pm 

12.71pg/ml，0am 7.3pg/ml。LH  0.0mIU/ml，FSH 1.7 mIU/ml，TSTO 0mg/ml。血浆渗透压

284mOsm/KgH。尿渗透压 59mOsm/KgH。垂体 MR 增强示：蝶窦腔、后床突内异常信号，多为

慢性炎症，累及垂体柄。垂体后叶高信号似未显示，不除外尿崩症。 

诊治经过：入院后考虑患者全垂体功能低下。予强的松 5mg qd、左甲状腺素钠 50ug qd、弥凝 

0.1mg q8h 治疗。后在我院耳鼻喉科鼻内镜下行右侧蝶窦开放+蝶窦肿物切除术，术中检查颅底见

骨质破坏。免疫组合示 CK（-）、CD68（+）、Desmin（+）、S-100（-）、CD34（-）、

Vimentin（+）、HMB45（-）。术后病理示：（蝶窦）未分化多形性肉瘤。考虑蝶窦未分化多形性

肉瘤进展侵犯垂体，后转化疗科，予小剂量多西紫杉醇+吉西他滨化疗。 

结果  本病例入院后查甲功异常，以此为线索，发现垂体功能减退，寻找病因，垂体 MR 检查发现

蝶窦病变，最后通过手术及术后病理、免疫组化证实了肿瘤的类型为未分化多形性肉瘤。 

结论  蝶窦未分化多形性肉瘤是鼻窦肉瘤的一种，临床少见且易被忽视和误诊，这类肿瘤预后不

良。由于鼻窦病变位置深，较难早期发现，就诊时多为中晚期，临床上可出现局部压迫和组织移位

症状。蝶窦未分化多形性肉瘤侵犯垂体致垂体功能低下国内外均未见病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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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4 

儿童期起病的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 

在停止 rhGH 替代治疗后的骨微结构评价 

 
阳洪波,严克敏,王林杰,朱惠娟,潘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卫健委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目的  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AGHD）患者大多表现为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增加。但对于儿童期

起病的多种垂体激素缺乏症（CO MPHD）患者，停止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替代治疗后骨微结

构的变化，目前尚无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评估 CO MPHD 患者在停止 rhGH 治疗后，成年早期骨

微结构的变化。 

方法  纳入 20 例停止 rhGH 治疗的 CO MPHD 成人男性患者和 30 例健康男性对照。测量身高、体

重、腰围、臀围、握力和身体组分，检测垂体前叶功能和肝肾功能等生化指标。通过高分辨外周骨

定量 CT（HR-pQCT）评估非优势侧桡骨和胫骨远端的骨微结构，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血

IGF-1 水平与骨微结构指标的关系。 

结果  CO MPHD 患者与对照组的平均年龄无明显差异（28.2±5.4 vs. 30.6±4.9 岁，P=0.104）。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CO MPHD 患者的身高和握力明显降低，BMI、腰围、腰臀比和体脂含量均明显

增加。血生化和激素测定结果显示，CO MPHD 患者的 IGF-1 水平显著降低（51.0±29.9 vs. 

231.2±66.9 ng/mL，P＜0.001），同时，空腹血糖、血红蛋白、前白蛋白和肌酐水平明显降低，

而碱性磷酸酶和血磷水平显著升高（P 均＜0.05）。HR-pQCT 检查发现，CO MPHD 患者胫骨和

桡骨的总体积骨密度（Tt.vBMD）、松质骨体积骨密度（Tb.vBMD）、皮质骨体积骨密度

（Ct.vBMD）均显著降低，骨微结构参数骨小梁体积分数（Tb.BV/TV）、骨小梁厚度（Tb.Th）和

皮质骨厚度（Ct.Th）也明显减少。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校正了年龄、BMI 和血清睾酮

水平之后，IGF-1 水平是胫骨和桡骨的 Tt.vBMD、Tb.vBMD、Ct.vBMD、Tb.BV/TV、Tb.Th 和

Ct.Th 的正性预测因子（P 均＜0.01），还是松质骨面积（Tb.Ar）的负性预测因子（P＜0.05）。 

结论  CO MPHD 患者在成年早期停止 rhGH 治疗会导致骨微结构明显受损。IGF-1 水平与体积骨密

度和骨微结构指标密切相关。 

 
 

PU-1285 

孤立性 ACTH 缺乏症合并桥本氏甲状腺炎 2 例 

 
于静雯,全会标,张玉海,方团育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孤立性 ACTH 缺乏症（Isolated 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 Deficiency, IAD）为仅影响垂

体-肾上腺轴而未影响甲状腺轴及性腺轴的少见性疾病[1]。在日本报道较多，我国报道较少，缺乏流

行病学依据。临床上该症多出现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的相关表现，检测血 ACTH 水平及皮质醇水平

均明显降低，提示为由垂体继发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但行激素检查却并未表现出中枢性甲状腺

功能减退或是性腺功能减退。因报道例数少，我国没有确切的流行病学数据，因此漏诊误诊时常存

在，本文报道 2 例并桥本氏甲状腺炎的 IAD 病例，旨在提高对此病的认知，减少漏诊并更好的对病

人进行诊治。 

方法  我们回顾了这两个于 2018 年 1 月相近时间入院的两个病人，一个病人发病时间较长，处于

随诊过程中，另一个病人为初发。对比了两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垂体、肾上腺影像学检

查； 

结果  两个患者有相同点：1、单纯垂体-肾上腺轴受损，表现为 ACTH 绝对或相对不足，皮质醇水

平明显低；2、性腺功能均正常；3、甲状腺轴未出现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反而同时合并桥本氏

甲状腺炎，表现为原发性甲状功能减退；3、垂体影像学异常（空泡蝶鞍或垂体瘤）。病程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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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规律服用生理剂量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但新发患者 ACTH 处于正常偏低水平，在院经一次糖

皮质激素治疗后血钠、血糖恢复正常后未再应用皮质激素而在出院后的随访中可保持正常，但皮质

醇水平仍低。 

结论  IAD 是一种以低血钠、低血糖、低血压为特征性表现的疾病，有着典型的实验室检查特点：

极低的皮质醇水平，相对或绝对不足 ACTH 及性腺功能的正常，多数时候还合并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桥本氏甲状腺炎，如果治疗不当，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如果治疗合适，预后一般较好。一般

只需生理替代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治疗即可。 

 
 

PU-1286 

尿崩症为首发症状的自身免疫性垂体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李红利,汤旭磊,张倩,曹敏,罗梓隆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垂体炎为临床上一种少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本文通过对一例以尿崩症为首发症

状的自身免疫性垂体炎的病例分享，提高临床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一例以尿崩症为首发症状的自身免疫性垂体炎病人的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并相关文献学

习，详细分析病人病情演变、治疗转归及目前国内外对该疾病的认识。 

结果  对该病人进行诊断性治疗后病人增大的垂体缩小并部分垂体功能改善，符合自身免疫性垂体

炎诊断。 

结论  自身免疫性垂体炎是一种少见的自身免疫性内分泌疾病，明确诊断极为困难。近年报道，用

糖皮质激素治疗本病可使增大的垂体缩小并能改善垂体功能。 

 
 

PU-1287 

特殊 1 例海绵窦旁脑膜瘤误诊为糖尿病性眼疾麻痹 

 
阿曼古丽.苏力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目的  其他原因导致周围神经病变与糖尿病引起神经损害尤其是颅神经损害导致眼疾麻痹、眼眶疼

痛的误诊原因、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上的区别。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左侧海绵窦旁脑膜瘤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进行讨论。 

结果  本例因“头痛、左眼睑下垂 1 月，左眼眶疼痛 1 周”入院。曾诊断为“糖尿病性眼肌麻痹”，经积

极强化血糖、控制血压、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治疗未见明显好转。后行海绵窦区 MRI 增强确诊

为左侧海绵窦旁脑膜瘤，经手术治疗后临床治愈。 

结论  海绵窦旁脑膜瘤较少见，与糖尿病合并痛性眼疾麻痹、糖尿病性眼肌麻痹症状相似，掌握其

鉴别要点，完善检查，是避免误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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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8 

伴异位 ACTH 瘤的多发性内分泌腺瘤 1 型 1 例及家系分析 

 
任高飞,栗夏莲,秦贵军,郭小青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一例虽存在垂体微腺瘤，但经临床定性、定位诊断为“伴纵膈异位 ACTH 瘤的多发性内分

泌腺瘤 1 型（MEN1）”的诊治过程。 

方法  一 52 岁女性，因“血压高 1 年半，间断水肿 2 月”来我院就诊，查体：血压 140/90mmHg，脉

搏 84 次/分，BMI31.64Kg/m2，体型肥胖，多血质面容，面圆，向心性肥胖，颈部脂肪垫，轻度黑

棘皮改变。皮肤无紫纹，颜面部及双下肢中度指凹性水肿。生化检查：血钾  2.7mmol/L（3.5-

5.1）、钙  2.69mmol/L（2.1-2.55），甲状旁腺激素  128.1pg/ml（15-65），早 8 点 ACTH 

182.0pg/ml（7.0-66.1）、血皮质醇  44.20ug/dl（7-27），皮质醇节律消失，24 小时尿 UFC 

1195.0nmol/L（73-372），大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均未被抑制。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相关抗

体、生长激素、IGF-1、性激素六项、胃泌素正常。彩超示：甲状腺体积增大并弥漫性回声改变，

甲状腺左侧叶实性低回声结节（TI-RADS 分级 3 级），甲状腺右侧叶囊实性结节（TI-RADS 分级 

3 级）；胸部 CT 示：前上纵膈占位，考虑腺瘤可能；垂体 MRI 示：垂体左份稍厚；PET-CT 示：

前上纵隔左侧组织肿块影代谢较活页，胸腺瘤？纵隔型肺癌？ 

结果  基因检测结果：患者及其 1 弟 1 妹，1 子 1 女均存在 MEN1 基因 c.482G>A 位点杂合突变，

该突变影响其编码的 Menin 蛋白功能。根据患者检查结果，诊断为“多发性内分泌腺瘤 1 型：①甲

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甲状旁腺增生 ②纵膈异位 ACTH 瘤 ③垂体微腺瘤”，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行“纵

膈肿瘤及甲状旁腺（3 个半）切除术”。术后病理示甲状旁腺增生，纵膈不典型类癌（免疫组化

ACTH 阴性）。术后 ACTH-COR 节律恢复正常，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被抑制。 

结论  要重视 MEN-1 的诊断线索，基因检测进一步确诊，家系筛查，定期监测靶腺功能。同时

MEN-1 的诊治需要多学科协助。 

 
 

PU-1289 

回乳汤对高催乳素血症大鼠的作用机制 

 
杨淑芳 1,吴斌 2 

1.江苏泰州市人民医院 

2. 重庆市中医院 

 

目的  探讨中药回乳汤（HD）抗大鼠高催乳素血症的作用机制。 

方法  在高催乳素血症（hyperPRL）大鼠中研究 HD 对血清催乳素（PRL），雌二醇（E2），孕酮

（PGN），促卵泡激素（FSH）和黄体生成素（LH）水平的影响。此外，研究 HD 对高催乳素血

症（hyperPRL）大鼠下丘脑多巴胺 D2 受体，蛋白激酶 A（PKA）和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的

影响。 

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高剂量 HD（19.2 g / kg 体重）和中剂量 HD（9.6 g / kg 体重）有效降低高催

乳素血症（hyperPRL）大鼠 PRL 水平（p <0.01）。 HD 可显着增加高催乳素血症（hyperPRL）

大鼠多巴胺 D2 受体（p <0.01），降低 cAMP（p <0.01）和下丘脑 PKA（p <0.01）水平。 

结论  HD 通过多巴胺 D2 受体表现出抗高催乳素血症（hyperPRL）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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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0 

垂体柄中断综合征 71 例临床分析 

 
李志臻,马晓君,任高飞,马笑堃,邵明玮,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垂体柄中断综合征（PSIS）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  

方法  本文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共纳入我院 2012-2018 年收治的 71 例 PSIS 患者，收集患者的临

床和影像学资料，包括主诉、现病史、家族史、查体情况、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包括垂体核

磁共振、骨龄测定等）。 

结果   71 例患者，平均年龄(23.3±5.4)岁，其中男性 58 例(81.7％)，女性 13 例(18.3％)，仅 1 例患

者（男，7 岁）主因感染诱发肾上腺危象入院，其余均以生长发育迟缓为主诉。所有患者均有第二

性征发育不良。生长激素缺乏、性腺功能低下、肾上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比例分别为

100％、95.8％、83.1％、84.5％。91.5％的患者存在 3 种以上垂体前叶激素异常。 8.4%（6/71）

的患者有尿崩症表现，其中 2 例为中枢性完全性尿崩症。成年男性患者无 1 例有青春期启动，平均

睾丸体积为（1.4±0.6）ml。成年女性患者中有 1 例有青春期启动，表现为阴毛、腋毛和乳腺发

育，但无月经初潮。垂体 MRI 检查 100%患者表现为垂体柄缺如或纤细，88.7%表现有垂体前叶明

显萎缩，80.3%可见有明确的异位垂体后叶，均异位于漏斗部；有尿崩症表现的患者影像学上均未

见明显异位的垂体后叶。  

结论  本组 PSIS 患者的临床表现、症状、激素缺乏程度与既往报道一致，但不同的是，本组患者

的资料显示，少部分 PSIS 患者可有尿崩症的表现。 

 
 

PU-1291 

垂体生长激素型腺瘤患者的血清脂代谢物特征 

 
王蒙 1,孙菲 1,俞一飞 1,杨叶萍 1,何敏 1,龚伟 1,冯蕾 2,胡志宇 2,李益明 1,赵曜 1,张朝云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 

 

目的  垂体生长激素型腺瘤（GH 腺瘤）是引起肢端肥大症的主要原因，患者常合并糖脂代谢紊

乱，是导致心脑血管损伤的重要因素。关于肢端肥大症合并的糖代谢紊乱研究较多、不同研究的结

论也非常一致，然而，关于脂代谢紊乱的研究结论不一，各研究报道的肢端肥大症患者血甘油三

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以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变化不同，提示这些大分子脂代谢物可能受诸

多因素影响、变异过大，不能稳定地反映肢端肥大症患者的脂代谢紊乱。通过分析肢端肥大症患者

和健康对照者血清中的小分子脂代谢物以及相关的代谢通路，全面系统地研究肢端肥大症患者的脂

代谢紊乱。 

方法  收集华山医院新近诊断的 25 名 GH 腺瘤患者和年龄性别相匹配的 25 名健康对照者的血清样

本，进行液相质谱 LC/MS 分析血清中代谢物，质谱数据采用正交偏最小二乘法（OPLS-DA）寻找

GH 腺瘤患者和健康对照者之间的差异代谢物，结合质谱信息和数据库检索对差异代谢物进行鉴

定，将鉴定到的生物标志物进行差异物热图分析以及构建代谢通路网络。利用相关性分析，寻找与

血脂相关的小分子物质。 

结果  通过 OPLS-DA 分析，GH 腺瘤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血清代谢物能够明显分离。经化合物鉴

定，两组之间一共有 58 个差异代谢物。GH 腺瘤患者血清中的甘油磷脂、溶血卵磷脂、磷脂酰胆

碱和磷脂酰乙醇胺的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游离脂肪酸、鞘磷脂和月桂酰肉碱的含量低于健康

对照组。通路分析显示，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代谢通路主要是鞘磷脂代谢、甘油磷脂代谢以及糖基磷

脂酰肌醇代谢。为了排除血糖对代谢的影响，我们分析了糖代谢正常的 GH 腺瘤患者（n=15）和

糖代谢异常的 GH 腺瘤患者（n=10）之间的血清差异物，结果显示除了血糖之外，磷脂酰肌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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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酸酯是两组之间的主要血清差异代谢物。同时，我们比较了 GH 腺瘤糖代谢正常者与健康对照者

之间的血清差异代谢物，发现棕榈酸、花生四烯酸和羧酸酯是主要的差异代谢物。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溶血卵磷脂、磷脂酰胆碱与 GH 腺瘤患者的收缩压与血清中磷脂酰乙醇胺的水平呈正相关。 

结论  高水平的 GH 导致 GH 腺瘤患者存在显著的脂代谢紊乱，其血清脂代谢物主要以鞘磷脂代

谢、甘油磷脂代谢以及糖基磷脂酰肌醇代谢通路的异常为主。 

 
 

PU-1292 

1 例淋巴细胞垂体炎误诊分析及临床应对 

 
郭丰,赵艳艳,刘锋,韦俊芳,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淋巴细胞性垂体炎是自身免疫性垂体炎最常见的亚型，其临床表现不一、症状隐匿、活检困

难,临床漏诊率高。通过分析 1 例误诊患者临床资料，探讨淋巴细胞垂体炎的临床应对 

方法  女性，57 岁,曾有 “贲门炎,胃息肉,糜烂性胃炎”病史，1 周前出现呕吐、下腹疼痛、心慌,以“呕

吐待查”收入消化内科。查体：血压 112/81mmHg，BMI 20.2kg/m2，右眼外上视野受损，腋毛、

阴毛脱落明显，甲状腺弥漫性 I°肿大。辅助检查：离子：钾 4.71mno1/L，钠 112.0mmol/L，氯

78.0mmol/L，余无明显异常。补钠治疗难以纠正低钠血症，内分泌科会诊后追问病史：50 岁停经

后出现阴毛、腋毛脱落、怕冷、乏力、视力下降等表现，6 年前出现轻微烦渴多饮、多尿症状，1

年后自行消失，孕产史无异常。甲功：FT3 2.88 pmol/L，FT4 4.8pmol/L，TSH 1.54 uIU/mL；

ACTH(8 点) 7.2pg/mL、（16 点）7.15pg/mL；皮质醇（8 点）3.64μg/dL、（16 点）3.65μg/dL；

性激素：FSH 3.75 MIU/ml，LH 0.25 MIU/ml，PRL 11.05ng/ml，垂体 MRI：鞍窝扩大,鞍底下沉,

鞍内及鞍上见团块状稍长 T1 稍长 T2 信号,垂体柄略左偏,垂体后叶高信号未见明确显示,视交叉未见

明显受压上抬现象。增强扫描 : 垂体早期呈不均匀强化 , 延迟期明显强化 , 大小约为

13mmx11mm×14mm，考虑垂体瘤。拟诊为：垂体瘤？(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给予糖皮质激素、甲

状腺素及对症治疗。患者消化道症状减轻，但出现多尿，禁水加压结果提示部分性中枢性尿崩症，

行垂体活检病理示：1.(鞍区)少许腺垂体,局部腺体消失,由增生纤维组织取代,伴以淋巴细胞为主的

炎细胞浸润,考虑为炎性病变,倾向淋巴细胞性垂体炎；2.(鞍底硬膜组织)纤维组织内散在炎细胞浸

润。最终诊断：淋巴细胞性垂体炎并垂体功能减退症。 

结果  给予甲泼尼龙针 120mg/d 静脉连续给予 12 天，弥凝（1 片 bid）、优甲乐（1 片 qd）等对症

支持治疗，好转后出院，院外激素逐渐减量，2 周后复查垂体 MRI 较出院时明显减小，3 月后随访

患者无纳差、恶心、乏力，无视野缺损，无头晕、头痛等不适 

结论  该病容易漏诊、误诊,尤其容易误诊为垂体瘤,行手术治疗，临床医师应提高对于此病认识,普

及垂体活检重要性，避免垂体炎疾病行手术治疗 

 
 

PU-1293 

腺垂体功能减退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赵小莹,李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 117 例腺垂体功能减退症患者的病因、首诊原因、内分泌腺体功能情况和离子紊乱情

况，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整理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内分泌科病房住院治疗

的 117 例第一次明确诊断为腺垂体功能减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统计患者的病因、首诊原因、

内分泌腺体功能和离子紊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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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1）既往诊断的患者。（2）重复就诊的患者除第一次以外的就诊记录。（3）数据不

齐全的患者。（4）妊娠期妇女。（5）严重肝肾功能损害的患者。 （6）近期（2 周内）应用过相

关激素、排钾利尿剂等药物的患者。 

观察指标：分别记录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ACTH（早 8：

00）、COR（早 8：00）、FT4、FT3、TSH、PRL、Testo、LH、FSH、E2、来我院后第一次血

清钾、钠数值（包括急诊、门诊、病房化验结果）。 

结果   4.1.117 例皮质醇低于正常的患者共 94 例，占 80.34%；94 例中 ACTH 低于正常的患者共

39 例，占 41.49%。4.2.甲状腺腺体受损的患者共计 50 例，占 42.74%；FT4 均低于正常，其中

TSH 低于正常的患者 3 例，占 6.0%；TSH 在正常范围内的患者 45 例，占 90.0%；TSH 大于正常

的患者 2 例，占 4.0%，2 例均小于 10 uIU/mL。4.3.男性 42 例，出现性腺功能受损的患者 28 例，

占 66.67%。女性 75 例；共计有 54 例患者存在性腺受损，占 72%。 4.4.在 117 例患者中；肾上腺

皮质功能受损为最大比重，共 94 例，占 80.34%；性腺功能受损共计 82 例，占 70.09%；甲状腺

腺体功能受损共 50 例，占 42.74%。5.117 例患者中出现低钠的患者 35 例，占 29.9%，是离子紊

乱中占比最大的类型。出现低钾的患者 28 例，占 23.9%；出现高钠的患者 4 例，占 3.4%。 

结论  腺垂体功能减退症不是一个罕见疾病，主要病因是垂体瘤术后及放疗术后造成；要注意术后

的随访跟踪。乏力、消瘦等不典型症状发生时要警惕该疾病。当面对患者的靶腺激素水平低于正常

范围下限，而促激素水平在正常范围内或轻度升高时；要警惕该疾病，注意全面筛查激素水平。腺

垂体功能减退症的患者要注意有低血钠、低血钾的发生。 

 
 

PU-1294 

垂体生长激素瘤患者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王芳,钟历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垂体生长激素瘤患者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分析不同糖耐量状态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

糖代谢异常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于北京天坛医院就诊的垂体生长激素瘤患者 50 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

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并收集化验检查资料如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总

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 1 结合蛋白 3。 生长激素基础值大于 2.5ng/ml 的患者均行 75g 葡萄糖抑制试验，检测

0min，30min，60min，90min，120min 生长激素水平，并同步检测葡萄糖、及胰岛素、C 肽水

平。根据患者糖耐量状态分为糖耐量正常组和糖代谢异常组（包括糖尿病以及糖耐量异常患者）。

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并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糖代谢异常的危险因素。 

结果  50 例患者中有 26 例（52%）患者诊断为糖尿病，6 例患者（12%）为糖耐量异常，18 例

（36%）患者糖耐量正常。与正常糖耐量组患者比较，糖代谢异常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明显升高

[ （ 10.16±4.2 ） mmol/L VS. （ 4.94±0.52 ） mmol/L, P<0.001] ，糖化血红蛋白明显升高

[（8.78±3.15）%  VS. （5.72±0.48） %，P<0.001]。两组患者年龄、BMI、生长激素、IGF-1、空

腹 C 肽、OGTT2 小时 C 肽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糖代谢异常组患者总胆固醇水平

[（ 5.14±1.48）mmol/L VS. （ 4.07±0.73）mmol/L，P<0.001]、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3.12±1.10）mmol/L VS. （2.36±0.64）mmol/L, P=0.002] 高于糖代谢正常组。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示，总胆固醇、IGF-1 是垂体生长激素瘤患者糖代谢异常的危险因素。 

结论  在本研究中，肢端肥大症患者糖代谢异常患病率超过 50%，总胆固醇、IGF-1 是糖代谢异常

的危险因素。基础生长激素水平不能预测患者糖代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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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5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 18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侯建明,陈雨征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垂体柄阻断综合在临床上较为少见，此次研究通过分析 18 例垂体柄阻断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

料并文献学习，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改善预后的目

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就诊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诊断为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 18 位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1、病史：在 18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 8:1，存在臀位或足位出生的 12 例（66.67%）。2、临

床表现：18 例均累及生长激素轴及垂体-性腺轴，同时累及垂体-甲状腺轴 14 例（77.78%）、垂体

-肾上腺皮质轴 15 例（83.33%），其中 1 例出现腺垂体危像（5.56%）。3、诊断：18 例患者均存

不同程度累及多个垂体内分泌轴，且颅脑 MRI 均存在垂体柄缺如或变细及垂体后叶的缺如或异

位，诊断均明确。4、治疗及预后：根据患者累及垂体内分泌轴的情况，予以相应的激素补充。在

生长激素替代治疗上，早期、足量、足疗程的替代治疗，患者终身高可达同性别同龄人的-2SD 以

内。使用 SPSS 24.0 对 13 例明确性激素替代治疗方案并随访成功的患者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治

疗有效组及治疗无效组间在开始治疗年龄（Z=-0.934，P=0.350>0.05）及治疗时长（Z=-0.360，

P=0.719>0.05）上均无统计学差异；而多种性激素替代治疗组治疗有效率（83.33%）高于单种性

激素替代治疗组（14.29%），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29<0.05）。同时合并肾上腺皮质激素缺

乏及甲状腺激素缺乏者，需补充肾上腺皮质激素及甲状腺激素。 

结论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为男性多于女性，表现为腺垂体功能减退，最常累及生长激素轴，可同时

累及多个垂体内分泌轴。治疗上，补充生长激素上应早期、足量、足疗程，可改善预后。性激素的

替代治疗上，予多种性激素替代治疗，疗效可能优于单种性激素替代治疗。 

 
 

PU-1296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病案报道 2 例及诊治进展 

 
马婧 1,唐佳 2,权金星 1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作为误诊率、漏诊率极高的少见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垂体前叶功能

减退，分析总结 2 例以生长发育迟缓为主要特点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旨在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改善预后。 

方法  收集分析 2 例垂体柄阻断综合征患者的资料。病例 1：男，31 岁，主因“生长发育迟缓 19 年”

入院。现患者身高 153cm，指尖距 154cm，体重 44kg,智力低于同龄人，听力、嗅觉无异常。患

者为臀先露，出生时身长、体重正常。病例 2：女，14 岁，主因“生长发育迟缓 6 年”入院。患者 6

年前发现身材较同龄矮小，于外院行子宫超声：先天性发育不全、幼稚子宫。现患者身高

132cm，上臂指尖距离 132cm，体重 27kg,智力低于同龄人。第一胎足月顺产，出生时身长、体重

正常。 

结果  病例 1：检查提示三轴均受累，IGF-1、IGFBP-3 及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峰值、戈拉瑞林试验结

果均明显低于正常；B 超示甲状腺偏小；右侧睾丸 11.6*5.0mm，左侧睾丸 10.8*4.9mm；垂体

MRI 示垂体形态变扁，垂体柄变细，垂体后叶异位；诊断：低促性腺激素性腺功能减退症、PSIS

伴垂体前叶功能减退。治疗方案：予优甲乐、强的松片、十一酸睾酮软胶囊及 HCG 。病例 2：乳

腺 Tanner 2 期，性腺异常，检查示甲功、ACTH 未见异常；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峰值明显低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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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戈那瑞林试验结果未见异常，患者子宫内膜厚 5mm,则青春期已启动，垂体 MRI 示垂体柄下部

纤细，局部显示不清，神经垂体后移；诊断：生长发育迟缓、生长激素缺乏症、PSIS。治疗：予

人生长激素及补钙治疗。 

结论  PSIS 是生长发育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例 1 起病 19 年后诊治，三大轴均受累；例 2 起病 6

年后诊治，仅累及性腺轴。2 例垂体 MRI 均示垂体柄细、垂体小及垂体后叶异位。大多数文献报道

下丘脑垂体区的损伤为常见原因，如臀先露等生后窒息所致的缺氧、缺血可引起垂体柄断裂及垂体

受损，此外 PSIS 患者神经解剖异常及垂体功能低下可能与一系列参与垂体发育的基因异常有关，

如 POU1F1、PROP1、LHX3、LHX4 等，基因多态性相关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究。虽然 PSIS 发病

仅为百万分之五，但误诊率、漏诊率极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改善患者激素缺乏症状至关

重要，尤其是身高和性腺的发育；若延误诊治时机，不仅影响生长发育，甚至会对患者的性格和社

会心理造成严重的影响。 

 
 

PU-1297 

下丘脑错构瘤一例 

 
成建国,汤旭磊,刘进进,甄东户,韩婕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下丘脑错构瘤一例病例汇报 

方法  患者男，1 岁 6 月，主因“发现阴茎大 1 年”以“性早熟”收住入院。查体：T 36.3℃，BP 

86/54mmHg，身高 84cm，体重 13.8kg，头围 46cm，胸围 51cm，前囟闭合，心肺腹未及明显异

常。Tanner2 期，阴茎粗大，长约 6-8cm，直径约 2.5-3.5cm，并有勃起现象，阴毛睾丸体积增

大，约 4-5ml（prader 模具测量）。 

结果  1. 血尿粪常规 、肝肾功能 、空腹血糖 、碱性磷酸酶（ALP）508U/L，血磷 1.83mmol/L，

钾、钠、钙未见异常。甲功全项提示 T3 1.85ng/ml↑、FT3 4.53ng/ml↑，TSH、T4、FT3 未见异

常。性激素全项示： FSH 2.07mIU/ml，LH 2.68mIU/ml，E2 22.18pg/ml， Prog 0.14ng/ml， PRL 

11.02 uIU/ml， TOTS 1115.52ng/dl↑。GnRH 激发试验：曲普瑞林 0.1mg 皮下注射，FSH 峰值为

6.20 mIU/ml(45min)，LH 峰值为 37.92 mIU/ml(45min)。ACTH+皮质醇节律：皮质醇（8Am）6.42 

ug/dl ，（ 4Pm ） 6.06 ug/dl ，（ 0Am ） 1.26 ug/dl ，ACTH （ 8Am ） 29.7pg/ml ，（ 4Pm ）

21.5pg/ml，（0Am）15.9pg/ml，24h 尿 UFC 38.75ug/24h。生长因子二项：GH 10.4ng/ml，IGF 

134.0ng/ml。高糖抑制实验 GH 可抑制。消化系统、甲状腺、心脏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肾上腺 CT 

未见明显异常  。生殖系统 B 超：睾丸轮廓清晰，包膜完整，左右侧睾丸大小分别为

25×16×12mm、25×15×12mm，内部回声均匀，附睾未见明显异常。胸部正位 X 片：纵膈较宽。

胸部 CT 平扫：胸上纵膈密度影块考虑胸腺组织，左肺下叶多发胸膜小结节影，考虑炎症。左手腕

X 片：腕骨二次骨化中心出现 4 块，桡骨远侧骨骺出现，但未闭合，第 1-5 掌骨二次骨化中心出

现，但未闭合，骨龄大于实际年龄。垂体 MRI 精扫：灰结节可见一等 T1 等 T2 信号占位，大小约

9×8mm，灰结节占位，考虑错构瘤。垂体 MRI 增强：灰结节-乳头区无强化占位，符合灰结节错构

瘤表现 。 

结论  诊断：1.中枢性性早熟 2.下丘脑错构瘤 

治疗：给予曲普瑞林 1.875mg 肌肉注射，疗效观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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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8 

表现为尿崩症的垂体脓肿 1 例 

 
沈玉国,叶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垂体脓肿的临床、影像学特点及治疗，提高对垂体脓肿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方法  分析 1 例垂体脓肿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诊断和治疗经过，并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垂

体脓肿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结果  垂体脓肿主要临床症状为多饮多尿、头痛、发热、视觉障碍、闭经和全身乏力。MＲI 增强扫

描示垂体病灶环形强化伴垂体柄明显强化 

。患者经鼻蝶窦入路清除脓肿，术后使用抗生素和对症治疗，恢复良好。 

结论  垂体脓肿术前诊断困难，早期出现视力和视野改变、尿崩，以及影像学检查出现鞍区环形强

化的囊性病灶应考虑垂体脓肿的可能性 

。早诊断、围手术期合理应用抗生素、及时手术和适当的对症治疗是治疗的关键。 

 
 

PU-1299 

垂体瘤卒中的临诊应对 

 
段姗姗,肖钧芳,倪银星,段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垂体瘤卒中临床罕少，急诊手术或保守治疗尚未形成共识，回顾垂体瘤卒中患者诊治过程、

术后多学科会诊及文献复习，为垂体瘤卒中患者围手术期综合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方法  入院后行病史询问及检查，急诊手术，送病理，术后对相关激素评估并行多学科会诊 

结果  33 岁男性患者，因醉酒后“头痛伴视力下降 3 天，右眼睑下垂 1 天”入院，鞍区影像：垂体瘤

伴卒中，眼科评估：左眼颞侧视野缺损，右眼盲，右眼动眼神经麻痹。急诊手术，病理：垂体腺

瘤。术后多学科会诊考虑术前已存在无功能大腺瘤，对术后视力、视野恢复进行预判，制定生殖功

能重建流程及相关激素替代方案 

结论  垂体瘤卒中起病急、病情重，手术前后相关激素紊乱，多学科会诊可全面认识疾病演进，对

重建多轴功能诸多裨益，急诊手术或保守治疗需严格病情评估遵循指南个体化处置 

 
 

PU-1300 

垂体瘤卒中患者围手术期多学科联合诊疗经验 

 
段姗姗,肖钧芳,倪银星,段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垂体瘤卒中临床罕少，急诊手术或保守治疗尚未形成共识，回顾垂体瘤卒中患者诊治过程、

术后多学科会诊及文献复习，为垂体瘤卒中患者围手术期综合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方法  入院后行病史询问及检查，急诊手术，送病理，术后对相关激素评估并行多学科会诊 

结果  33 岁男性患者，因醉酒后“头痛伴视力下降 3 天，右眼睑下垂 1 天”入院，鞍区影像：垂体瘤

伴卒中，眼科评估：左眼颞侧视野缺损，右眼盲，右眼动眼神经麻痹。急诊手术，病理：垂体腺

瘤。术后多学科会诊考虑术前已存在无功能大腺瘤，对术后视力、视野恢复进行预判，制定生殖功

能重建流程及相关激素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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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垂体瘤卒中起病急、病情重，手术前后相关激素紊乱，多学科会诊可全面认识疾病演进，对

重建多轴功能诸多裨益，急诊手术或保守治疗需严格病情评估遵循指南个体化处置 

 
 

PU-1301 

一先天性肾性尿崩症家系 AVPR2 基因序列分析 

 
张鹏宇,孙良阁,赵琳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 1 例先天性肾性尿崩症患者及其父母、兄、侄女进行 AVPR2 基因序列分析,探讨其分子发

病机制。 

方法  患者男，23 岁，幼时即开始多尿喜饮，尿量 10000-20000ml，其兄症状相似。查彩超示双肾

增大并重度积水、双侧输尿管全程扩张、慢性膀胱炎伴憩室形成，以“双侧输尿管扩张并双肾重度

积水、膀胱憩室”为诊断收入泌尿外科，行“经尿道膀胱镜检术+耻骨上膀胱穿刺造瘘术”，行禁水加

压试验，用醋酸去氨加压素治疗无效,用双氢克尿噻治疗有效。抽取先证者及 4 名家系成员的外周

血提基因组 DNA，PCR 扩增 AVPR2 基因的全部编码区并直接测序。 

结果  先证者及其兄 AVPR2 基因存在 c.963 C > A 错义突变,母亲及侄女 AVPR2 基因第 2 外显子存

在 c.963 C > A 杂合突变。 

结论  AVPR2 基因 c.963 C > A 突变可能是该先天性肾性尿崩症家系患病的原因。 

 
 

PU-1302 

一例垂体 TSH/GH 混合大腺瘤 

合并严重并发症及罕见药物不良反应的诊治经验 

 
段炼,朱惠娟,茅江峰,陈适,连小兰,金自孟,幸兵,苗齐,顾锋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垂体促甲状腺激素和生长激素混合大腺瘤合并严重并发症的合理治疗策略，降低手术风

险，改善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垂体促甲状腺激素（TSH）和生长激素（GH）混合大腺瘤合并永久性房颤、

心功能不全患者的诊断、术前药物准备，手术及放疗后的病情变化和辅助药物治疗、随访中对并发

症的处理，总结多学科协作对于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在功能性垂体瘤诊治中的重要作用。 

结果  患者 53 岁男性，主因“心悸 4 年余，喘憋气促、下肢水肿 2 年”就诊我院，临床主要表现有心

悸、怕热、多汗、大便次数增加，逐渐出现活动后喘憋、水肿、不能平卧，伴手足增大，性功能减

退，曾于外院按照房颤、心功能不全给予强心、利尿、扩冠和抗凝等对症治疗，病情仍逐渐加重。

我院筛查甲功提示 TSH 依赖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进一步完善垂体前叶功能评估发现 GH 明显升

高，葡萄糖 GH 抑制试验不被抑制，鞍区核磁示垂体大腺瘤，生长抑素受体显像见垂体生长抑素受

体高表达病变，明确诊断垂体 TSH/GH 混合大腺瘤。因患者存在永久性房颤、心功能不全、甲

亢、血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严重并发症，术前给予长效生长抑素类似物（SSA）治疗改善并发

症，控制甲亢。在长效 SSA 治疗过程中出现反复发热和血白细胞及血小板的进行性下降，考虑为

罕见药物不良反应，但是在停用 SSA 治疗后再次出现甲亢加重，经过多科会诊讨论后，采用糖皮

质激素联合 SSA 治疗，患者病情逐渐稳定，并接受经蝶垂体瘤切除手术。术后因肿瘤残余病情未

完全缓解，进而接受鞍区放疗。随诊中继续给予抗甲状腺药物治疗，患者在甲功控制稳定后再次接

受了心脏二尖瓣和三尖瓣成形术。目前患者临床症状改善，生化指标控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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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上应重视功能性垂体瘤的早期诊断，降低并发症风险，提高手术治愈率。对于合并严重

并发症患者，应采取多学科协作共同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共同应对罕见药物不良反应，降低围手

术期相关风险。在原发疾病控制稳定后，仍应重视并发症的处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1303 

垂体功能减退致快速进展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5 例报道 

 
杨彦,王煊,张婷婷,康姚洁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目的  垂体功能减退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间相关性

已见报道，但多数为个案报道，亟待更多研究证实二者间关系。本研究报道 5 例垂体功能减退致快

速进展 NAFLD 病例，旨在探讨二者间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5 例患者均患 NAFLD，并已进展至失代偿期肝硬化。同

时，5 例患者均患垂体功能减退，其中 2 例由垂体柄中断综合征、3 例由颅咽管瘤所致。 

结果  5 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为 16 到 30 岁。4 例患者超重，体重指数为 24.2 到 28.4kg/m2。所

有患者均存在胰岛素抵抗，HOMA-IR 指数为 4.8 到 7.2。所有患者均合并至少一项代谢异常，其中

脂代谢异常最为常见。所有患者均患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出现肝功异常到进展至失代偿期肝硬化

间平均时间为 6.9 年。所有患者均存在肝功异常、凝血功能障碍及脾亢。影像学检查提示脂肪肝、

肝硬化、脾大。肝活检提示严重脂肪样变、轻度炎性反应、多发再生结节及假小叶。所有患者均患

垂体前叶功能减退，2 例同时合并垂体后叶功能减退。患者激素替代治疗并不充分，仅 1 例患者曾

接受生长激素替代治疗。 

结论  垂体功能减退或许是快速进展 NAFLD 的原因。多种垂体激素缺乏所致胰岛素抵抗及代谢异

常是其内在原因。垂体功能减退合并胰岛素抵抗及代谢异常患者是此疾病高危人群。垂体功能减退

患者应早期足量给予激素替代治疗，尤其是生长激素，从而预防该疾病的出现。 

 
 

PU-1304 

颅咽管瘤术后致全垂体功能减退诱发三系细胞减少 1 例 

 
史晓阳,汪艳芳,于璐,袁慧娟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颅咽管瘤术后可影响垂体内分泌功能进而引起多种症状，对血液系统的影响多表现为贫血。

本文对 1 例颅咽管瘤术后致全垂体功能减退进而诱发三系细胞减少的病例进行总结分析，为该病的

诊治提供借鉴。 

方法  23 岁男性，14 岁于我院行颅咽管瘤手术治疗，术后未规律用药。本次因“乏力 4 天，间断鼻

出血 2 次 ” 急诊入我院血液科，入室生命体征： T35.7°C ， P64 次 / 分， R16 次 / 分，

BP90/57mmHg，急查静脉血：WBC3.47*109/L，NEU0.99*109/L，RBC3.4*1012/L，Hb107g/L，

PLT40*109/L，血 Na159mmol/L，Cr135umol/L，血糖 2.67mmol/L，尿比重 1.005，给与补液、

CSF 升白细胞、血小板输注及止血药物。后行外周血涂片示白细胞数无明显增减，血小板散在可

见；骨髓穿刺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系增生减低，血小板散在、小簇可见，形态正常；免疫学：

ANA+ENA+ANCA+血小板抗体均阴性。垂体功能：ACTH8am＜5.00pg/ml ，Cor8am 0.29ug/dl， 

FT3 2.57pmol/L， FT4 10.51pmol/L ，TSH2.086uIU/mL， FSH0.45IU/L， LH0.33 IU/L ，T＜

0.01ng/ml，PRL24.41 ng/ml，IGF-1＜25.0 ng/ml，24h 出水量 4500-6500ml；垂体 MRI 示颅咽管

瘤术后表现，垂体变薄，垂体柄及垂体后叶高信号未显示。 

结果  除外血液系统疾病后，考虑颅咽管瘤术后合并全垂体功能减退症，继发三系减少，先后给予

氢化可的松 30mg/日口服、优甲乐 100ug/日、弥凝 0.1mg 睡前口服，出院前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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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C6.00*109/L，NEU2.80*109/L，RBC3.70*1012/L，Hb104g/L，PLT160*109/L。规律服药三月

后复查：WBC5.77*109/L，NEU2.81*109/L，RBC4.24*1012/L，Hb130g/L，PLT100*109/L，血钠

149mmol/L，病程中未再出现出血症状，同时启动双促治疗。 

结论  颅咽管瘤手术可引起不同程度的垂体功能减退，长期规律应用激素替代治疗是治疗关键。对

于同时合并三系减少的患者，需及时启动替代治疗。 

 
 

PU-1305 

长效生长抑素类似物帕瑞肽 LAR 

治疗肢端肥大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对糖脂代谢影响分析 

 
谭惠文,余叶蓉,喻红霖,王椿,李佳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观察长效生长抑素类似物帕瑞肽 LAR 对于手术后或放射治疗后未达到生化缓解或不适合手术

及放射治疗的肢端肥大症患者血生长激素（GH）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的降低作用及其对

糖脂代谢的影响。 

方法  纳入华西医院国家临床药物研究中心接受帕瑞肽 LAR 治疗的垂体生长激素瘤患者 21 例[（男

9 例, 女 12 例,平均年龄 ( 37.48 ±8.10 岁) ，年龄范围 25～53 岁]，其中 19 例曾行经蝶垂体瘤术

（TSS），15 例曾接受放射治疗（伽玛刀）治疗。患者接受每 28 天一次的帕瑞肽 LAR 肌肉注射

治疗，剂量 40～60mg，评估病情变化并测定血 GH 和 IGF-1 水平水平，评估垂体-各靶腺轴功能和

糖脂代谢指标，分析和总结帕瑞肽 LAR 治疗肢端肥大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21 例肢端肥大症患者接受帕瑞肽 LAR 治疗后 6 个月临床症状较前缓解，瘤体有所控制。20

例肢端肥大症患者完成前后随访研究，经过 6 个月的治疗其中 13 例（65%）实现完全生化控制达

标（空腹或随机血 GH＜2.5 μg/L，或 75 g 葡萄糖负荷后生长激素谷值水平＜1 μg/L）；帕瑞肽

LAR 治疗后 IGF-1 水平（41.79 ± 26.09）μg/L，较治疗前（79.86±29.41）μg/L）明显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5.362，P=0.000）。治疗后血 GH 水平对数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治疗前 GH 值对

数值 (0.49 ±0.43) ng/mL vs.治疗后  (1.05 ±0.50)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648，

P=0.007 ）。治疗后患者平均体重有所减轻（治疗前 76.4 士 15.5kg vs. 治疗后：74.34 士 15.6 

kg ,P < 0.05)， 帕瑞肽 LAR 治疗前后血脂代谢前后差异不显著，但糖化血红蛋白（5.62±0.42% vs. 

6.26±0.61%，P = 0.000）和空腹血糖（5.38±0.69mmol/L vs. 6.36±0.85mmol/L，P =0.000)）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8 例(40%)患者接受降糖药物治疗。 

结论  对于垂体生长激素瘤手术或放射治疗后未缓解的肢端肥大症患者，帕瑞肽 LAR 可有效控制

GH 和 IGF-1 水平，提高疾病生化控制达标率。长效生长抑素类似物帕瑞肽 LAR 也有导致血糖和

糖化血红蛋白升高的风险，值得临床医师重视。 

 
 

PU-1306 

一例表型为女性的 47，XYY 病例报道 

 
刘之慧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一例表型为女性的 47，XYY 病例临床资料并探究其发病机制 

方法  收集本例患者临床资料及辅助检查结果 

结果  患者表型女性，就诊年龄 15 岁，以“发现身材矮小 9 年”为主诉就诊。患儿足月第一胎，母亲

在孕期体健，无疾病及服药史，患者为剖宫产，出生时哭声响亮，无产后窒息及缺氧，阿氏评分无

异常，出生体重 3.3Kg，身长 48cm，母乳喂养。出牙时间正常，6 岁前智力及体力发育同正常同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828 

 

龄儿。平素食量较少，挑食明显，主食、肉食、蔬菜及水果量均少。9 年前家人发现患儿生长缓

慢，每年生长约 1-2cm，逐渐出现智力下降，理解及学习能力下降。5 年前检测骨龄为 8 岁（患儿

实际年龄为 10 岁），曾在外院按“矮小症”应用生长激素治疗，身高增长不明显，1-2 个月后放弃。

体格检查：身高 136cm，体重 29Kg。身高及体重小于同龄同性别儿童第三百分位。体型偏瘦，颈

短，体表多痣，内眦赘皮，腭弓高，盾状胸，乳距增宽，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率

100 次/分，节律规整，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肝脾未触及

肿大。肘外翻，第 4、5 掌骨短，双下肢无浮肿。性征发育：B1P1，幼女外阴，阴蒂不大。腹股沟

及大阴唇未触及包块。染色体核型分析：47，XYY。 

结论  本例患者染色体核型分析显示 47，XYY，但临床表型为女性，在国内外关于本病的报道中较

为罕见。可能由于患者某些组织中存在 45，XO/47，XYY 嵌合体或者雄激素所在的信号通路中某

些编码信号分子的基因缺陷所致。 

 
 

PU-1307 

高促性腺激素型性功能减退的临床应对及遗传学初步研究 

 
蔡奕琪 1,陈刚 2,温俊平 2 

1.宁德市闽东医院 

2.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通过收集近亲婚配家系中二例女性高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功能减退症（High gonadotropin 

hypogonadism）患者，研究该疾病临床特点，并且对该疾病的遗传学病因进行初步研究。 

方法  临床研究：家系中二例女性高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功能减退症病史采集，分别进行盆腔 B 超、

性激素水平、染色体核型、肝功能、肾功能、糖脂代谢功能等检查。  

遗传学研究：从家系中二例高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功能减退症患者外周静脉各采集血液 5ml，应用相

应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样品基因组 DNA。  

应用 Affymetrix CytoScan HD 染色体芯片检测近亲婚配家庭的两例女性高促型性腺功能减退症状

患者的染色体结构并进行分析。  

结果  临床研究：第一例患者：FT3、FT4、TSH 正常，8 点皮质醇及 ACTH 正常，FSH 78.76 

IU/L、LH 23.19 IU/L、PRL 312.29 mIU/L、E2 40.0 pmol/L、孕酮 2.36 nmol/L，睾酮 0.17 

nmol/L、β-HCG1.54 IU/L，GH 0.149ug/L，性染色体核型 46XX，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正

常，血电解质正常，血常规正常，盆腔 B 超：子宫大小 16×15×10mm3，子宫单侧内膜厚 1mm，

双侧卵巢未探及，腹股沟区未见明显肿块，膀胱未见明显异常。第二例患者：FT3、FT4、TSH 正

常，8 点皮质醇及 ACTH 正常，FSH64.18 IU/L、LH24.38 IU/L、PRL131.55 mIU/L、E2 

61.0pmol/L、孕酮 1.47nmol/L，睾酮 0.55nmol/L、β-HCG 及 GH 正常，性染色体核型 46XX，肝

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正常，血电解质正常，血常规白细胞总数较高，盆腔 B 超显示始基子宫大

小 13×12×10mm3，双侧卵巢未检测，腹股沟区未出现明显或异常肿块，膀胱未出现明显的异常。 

遗传学研究：应用 Affymetrix CytoScan HD 染色体芯片检测染色体连锁状态并对血液样品的基因

组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其中两患者在全染色体基因组范围内均未发现染色体片段的拷贝数变化。第

一例患者在 2，5 和 22 号等染色体存在部分区段的杂合性缺失（LOH），片段大小分别为

28.3Mb，16.8Mb 和 14.5Mb。第二例患者在 1，2 和 5 号等染色体存在部分区段的 LOH，片段大

小分别为 19Mb，37.3Mb 和 15.3Mb。两例患者的 LOH 片段有重叠区域： 2 号染色体的 2q.21—

2q22.2； 5 号染色体的 5q21.3—5q23.2 部分，2 号染色体的 8.6Mb（2q.21—2q22.2：133，

760，833-142，390，639），包含有 RAB3GAP1、ZRANB3、LCT、THSD7B、SNORA72 等基

因。其中 RAB3GAP1 可能与患者的性腺功能减退有关联。 

结论  两例同胞姐妹患者高促型性腺功能减退的发病因素可能与患者 2 号染色体或 5 号染色体微缺

失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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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8 

原发性性腺功能低下并骨软化一例报告 

 
朱凌云,马天水,孙侃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原发性性腺功能低下并骨软化的诊治过程。  

方法  患者，男性，33 岁。以“青春不发育，骨痛 2 年，行走困难加重半年”入院。目前坐轮椅。青

春不发育，11 岁上学，学习成绩一般，17 岁长个明显，25 岁左右停止生长。查体：178 厘米，类

宦官面容，类马凡体型。音调高，面部无须，无喉结阴毛 I 期，下部量>上部量。右侧睾丸 4ml，左

侧睾丸 2ml，阴茎长 7cm，阴茎周径 4cm，胸廓畸形，漏斗胸，胸廓挤压痛（+），胸椎后突，肋

髂间距缩短，骨盆挤压痛（+）。血常规：Hb:115g/l；TP:59.7g/l, ALB:46g/l, Glu:5.39mmol/l,肾功

能正常。Ca：2.2mmol/l, P: 0.67mmol/l, ALP: 419-502U/L(45-125U/L)，25OHD: 8.46nmol/l 

( >75nmol/l)，PTH:  35.64pg/ml, 免疫：自身抗体（-）, 血沉：2mm/h。 肿瘤：（-）LH:46.05IU/L, 

FSH:87.28IU/L,  T<0.09nmol/l(9.9-27.8) ,P<0.3nmol/l 。皮质醇 8 点： 388nmol/l(240-618) ，

ACTH：92.49pg/ml(7.2-63.3)。甲状腺功能，IGF-1，垂体核磁，肾上腺 CT 正常。胸片：右侧第

3-8 肋弓及左侧 4-6 肋骨陈旧性骨折。骨盆 x 片：骨软化。甲状腺 B 超:左侧叶内异常回声

0.52X0.39 低回声，边界清，纵横比>1（TI-RADS 分类 4a 类）。既往史：右侧疝气修补术，近期

骨折史。否认家族史，曾有一个姐姐，2 岁夭折，原因不详。短暂婚史。否认长期服用药物。染色

体核型：46xy(小 Y),未做分子基因分析。  

结果  诊断“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骨软化”，给予补充维生素 d，罗盖全，钙剂，福善美治疗，骨痛

渐渐缓解。可行走。  

结论  性腺疾病就诊年龄较晚，应该提高公众认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保护骨骼，提高生活质

量。分子基因分析可帮助早期诊断。  

 
 

PU-1309 

基于特纳综合征面部特征识别的计算机辅助诊断 

——与临床工作者的诊断准确性比较 

 
陈适 1,潘周娴 1,王青 2,潘慧 1,朱慧娟 1 

1.北京协和医院 

2.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 

 

目的  特纳综合征(TS)是最常见且可治的性染色体异常疾病，颜面发育异常是其特点。虽其常见，

但目前基层医师仍认识不足，常有漏诊，且目前 TS 金标准诊断花费大、耗时长，故有开发更简便

诊断途径的必要。而目前国际上尚无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蒙古人种和 TS 的报道。本研究将开发并

评价一种用于诊断 TS 的基于面部特征识别的计算机辅助工具。 

方法  从 2016 年 7 月到 2017 年 5 月共收集 54 例 TS 患者和 158 名女性对照组的照片。最后，将

32 例 TS 患者和 96 名年龄匹配的对照者的照片纳入研究，并将其进一步均分为训练和测试组。自

动分类主要采用支持向量机技术，其过程包括图像预处理、人脸特征提取、特征降维与融合、自动

分类和结果显示，对人脸识别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特征识别并建立 TS 诊断预测模型。继而将该预

测模型的预测结果与临床医师对 TS 颜面识别诊断的准确度进行比较，证明 TS 人脸识别辅助诊断

系统的临床价值。共有 27 名医生和 21 名医科学生完成了一个网络测试，网络测试使用了与计算机

测试中相同的照片。 

结果  训练后，基于 K-折叠交叉验证的 TS 自动面部分类系统达到了 68.8%的灵敏度和 87.5%的特

异性，明显高于 48 个参与者的平均敏感性（57.4%，P<0.001）和特异性（75.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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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已初步建立基于面部特征识别 TS 诊断的计算机辅助工具，该系统的准确度较满意，且优于

临床医生的诊断。 

 
 

PU-1310 

胃袖状切除术对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kisspeptin 表达的影响 

 
温玲英,温俊平,李倩,陈刚 

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脱氢表雄酮（DHEA）构建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大鼠模型，并高脂喂养，探

讨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kisspeptin 表达的变化。并观察胃袖状切除术对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kisspeptin 表达的影响，探讨胃袖状切除术治疗肥胖 PCOS 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28 日龄 SD 雌性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肥胖 PCOS 组，连续 20 天皮下注射 DHEA，来构

建 PCOS 大鼠模型，实验组加高脂喂养。每天称重，观察动情周期。造模结束后，进行葡萄糖耐

量和胰岛素耐量试验，检测激素改变，观察卵巢形态学改变，通过荧光原位杂交和免疫组织化学方

法检测下丘脑弓状核（ARC）和前腹室周核（AVPV）中 kisspeptin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用同样

方法造模，分别行胃袖状切除术和假手术，对比手术前后体重、动情周期、葡萄糖耐量、胰岛素耐

量试验、激素和卵巢形态学改变，通过荧光原位杂交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下丘脑 ARC 和

AVPV 中 kisspeptin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 

结果  成功构建肥胖 PCOS 大鼠模型，体重明显比对照组重，动情周期紊乱，卵巢呈多囊样改变，

血清雌二醇、睾酮和黄体生成素水平显著增加，葡萄糖耐量受损，胰岛素抵抗，脂联素明显下降，

空腹胰岛素升高，具有典型的 PCOS 生殖和代谢的改变。与对照组相比，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ARC 中 kiss-1 mRNA 水平、kisspeptin 阳性细胞数显著升高；下丘脑 AVPV 中 kiss-1 mRNA 水

平、kisspeptin 阳性细胞数有所上升,但无统计学差异。胃袖状切除术后 3 周，肥胖 PCOS 大鼠体

重明显减轻，胰岛素抵抗改善，脂联素升高，但空腹胰岛素水平无统计学差异，动情周期恢复，卵

巢多囊样改变恢复，E2、T 和 LH 水平显著下降。下丘脑 ARC 中 kiss-1 mRNA 水平、kisspeptin 阳

性细胞数较假手术组明显下降；下丘脑 AVPV 中 kiss-1 mRNA 水平、kisspeptin 阳性细胞数无统计

学差异。 

结论  DHEA 加高脂饮食诱导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模型是研究肥胖 PCOS 生殖和代谢异常较为理想的

动物模型。下丘脑 kisspeptin 可能参与 PCOS 的病理生理。胃袖状切除术可能通过抑制中枢下丘

脑 kisspeptin 的表达改善 PCOS 的症状。 

 
 

PU-1311 

胃袖状切除术对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kisspeptin 表达的影响 

 
温玲英,温俊平,李倩,陈刚 

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脱氢表雄酮（DHEA）构建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大鼠模型，并高脂喂养，探

讨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kisspeptin 表达的变化。并观察胃袖状切除术对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kisspeptin 表达的影响，探讨胃袖状切除术治疗肥胖 PCOS 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28 日龄 SD 雌性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肥胖 PCOS 组，连续 20 天皮下注射 DHEA，来构

建 PCOS 大鼠模型，实验组加高脂喂养。每天称重，观察动情周期。造模结束后，进行葡萄糖耐

量和胰岛素耐量试验，检测激素改变，观察卵巢形态学改变，通过荧光原位杂交和免疫组织化学方

法检测下丘脑弓状核（ARC）和前腹室周核（AVPV）中 kisspeptin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用同样

方法造模，分别行胃袖状切除术和假手术，对比手术前后体重、动情周期、葡萄糖耐量、胰岛素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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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试验、激素和卵巢形态学改变，通过荧光原位杂交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下丘脑 ARC 和

AVPV 中 kisspeptin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 

结果  成功构建肥胖 PCOS 大鼠模型，体重明显比对照组重，动情周期紊乱，卵巢呈多囊样改变，

血清雌二醇、睾酮和黄体生成素水平显著增加，葡萄糖耐量受损，胰岛素抵抗，脂联素明显下降，

空腹胰岛素升高，具有典型的 PCOS 生殖和代谢的改变。与对照组相比，肥胖 PCOS 大鼠下丘脑

ARC 中 kiss-1 mRNA 水平、kisspeptin 阳性细胞数显著升高；下丘脑 AVPV 中 kiss-1 mRNA 水

平、kisspeptin 阳性细胞数有所上升,但无统计学差异。胃袖状切除术后 3 周，肥胖 PCOS 大鼠体

重明显减轻，胰岛素抵抗改善，脂联素升高，但空腹胰岛素水平无统计学差异，动情周期恢复，卵

巢多囊样改变恢复，E2、T 和 LH 水平显著下降。下丘脑 ARC 中 kiss-1 mRNA 水平、kisspeptin 阳

性细胞数较假手术组明显下降；下丘脑 AVPV 中 kiss-1 mRNA 水平、kisspeptin 阳性细胞数无统计

学差异。 

结论  DHEA 加高脂饮食诱导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模型是研究肥胖 PCOS 生殖和代谢异常较为理想的

动物模型。下丘脑 kisspeptin 可能参与 PCOS 的病理生理。胃袖状切除术可能通过抑制中枢下丘

脑 kisspeptin 的表达改善 PCOS 的症状。 

 
 

PU-1312 

单纯男性化型 21α-羟化酶缺乏症一例 

 
林乐韦华 1,全会标 1,窦京涛 2,方团育 1,陈开宁 1,陈道雄 1 

1.海南省人民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对 1 例单纯男性化型 21 羟化酶缺乏症的诊治进行分析，提高临床医生对其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2 月就诊我院的 1 例该病患者临床资料及诊疗经过，并动态随访。 

结果  患者，女，30 岁，已婚。因“原发性闭经 13 年”入院。患者 17 岁仍未来月经，尝试多种“中西

医调经”治疗无效。5 岁因“外生殖器两性畸形”手术治疗。12 岁前身高较同龄人增长明显快， 13 岁

停止增长。查体：体重 65kg，身高 156cm，血压 132/79mmHg。正力肌型，全身体毛浓密，嗓音

粗厚。双侧乳房 Tanner4 期，乳晕、会阴部皮肤明显色素沉着。辅助检查：染色体 46，XX。黄体

激素（LH） 0.19IU/L，卵泡刺激素（FSH）1.25IU/L，雌二醇（E2）168 pmol/L，孕酮（P）

22.32nmol/L ， 睾 酮 （ T ） 13.75nmol/L ， 17-OHP>300ng/ml ， 雄 烯 二 酮  >10.0 ng/ml 。

ACTH(8am)113.5pg/ml，皮质醇、PRL 正常。彩超： 幼稚子宫（29mm×10mm×19mm），内膜

显示不清。垂体 MR 正常。CT：双侧肾上腺明显增粗，左肾上腺外侧支结节样增生

（15mm×14mm）。基因检测：CYP21A2 基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错义突变，诊断为单纯男性化型

21α-羟化酶缺乏症。予氢化可的松（30-40mg/天）治疗，4 个月后出现功能性子宫出血，体重

67.5 公斤，复查 LH 0.19IU/L，FSH 1.96IU/L，E2 210 pmol/L，P 46.21nmol/L，T 5.81nmol/L，

ACTH（8am）166.9pg/ml，皮质醇（8am）29 nmol/L，血钾 3.31mmol/L，疗效不佳，改地塞米

松 （0.75mg/晚，逐渐调至 0.375mg/晚)治疗随访至今。2 个月后皮肤色素沉着减轻，乳房再发

育，月经规律来潮，体重 65 公斤，血压、电解质、血糖、血脂正常，监测 17-OHP 均<8.0ng/ml，

ACTH 2.33-21.28 pg/ml。2018 年 5 月 8 日复查彩超： 子宫偏小（34mm×21mm×31mm），内膜

厚 度 约 4mm 。 CT ： 双 侧 肾 上 腺 稍 增 粗 ， 原 左 肾 上 腺 外 侧 结 节 样 增 生 明 显 缩 小

（8.3mm×8.4mm）。 

结论  女性原发闭经、假两性畸形伴高雄激素血症要注意 21α-羟化酶缺乏症，应查 CYP21A2 基因

检测确诊。成人患者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用夜间小剂量地塞米松疗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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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3 

初潮年龄与脉搏波速度及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关系 

 
王健雄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绝经后女性初潮年龄与脉搏波速度（pulse wave velocity，PWV）及心血管相关危险因

素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1-2014 年间参与贵阳地区调查的女性 7 330 人，排除已确诊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未绝经女性和非正常绝经女性、初潮年龄和绝经年龄信息不确定者，最终纳入 2 682 例女性分析，

通过问卷、体格检查、血清学及多普勒超声检测，获得初潮年龄、体质指数、血糖、血脂、PWV

等指标，并依初潮年龄分为 6 组，采用 SPSS 20.0 软件分析。 

结果  本组研究人群平均初潮年龄为（14.6±1.9）岁，随初潮年龄增加，6 组 PWV 异常率依次为

88%、76%、71%、75%、76%、80%，呈近 U 型分布趋势（c2=121.20，P=0.040）；心血管危

险因素包括空腹血糖、糖负荷后 2 小时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过去吸烟、饮酒比例均呈近 U 型分

布趋势，而 13～14 岁初潮年龄组的上述各项指标是 U 分布的谷值；PWV 的危险因素为初潮年

龄、实际年龄、体质指数、腰围、空腹血糖、糖负荷后 2 小时血糖、收缩压、舒张压、甘油三酯 

(均有 P＜0.05)；不同年代出生女性初潮年龄对 PWV 异常风险影响不同。 

结论   

贵阳地区 40 岁以上自然绝经女性的初潮年龄与脉搏波速度及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关。 

 
 

PU-1314 

活性维生素 D 对 D-半乳糖诱导的老年雄性 

大鼠睾丸功能的影响研究 

 
刘丹青,崔颖,宋怡,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活性维生素 D 对亚急性衰老大鼠睾丸功能的影响，并探究其机制。 

方法  8 周龄雄性 SD 大鼠，连续 8 周皮下注射 15%D-半乳糖溶液 500mg/（kg*d）制造亚急性衰老

模型，造模成功后随机分为衰老模型组（DG 组）、衰老+低剂量维生素 D 组 （LD 组）、衰老+高

剂量维生素 D 组（HD 组），另取正常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C 组）、正常+低剂量维生

素 D 组（LC 组）、正常+高剂量维生素 D 组（HC 组）。分别予不同剂量维生素 D 灌胃，8 周后处

死大鼠，称体重、睾丸重量；静脉血测生化、性激素；附睾行精子参数分析；分光光度计法测睾丸

组织 SOD、MDA；Western Blot 检测睾丸 VDR、Nrf2、GCLC、SOD2 蛋白的表达；免疫组化检

测 VDR、Nrf2 蛋白的表达；HE 染色观察睾丸组织形态。 

结果  1.与 NC 组相比，DG 组睾丸重量、睾丸指数（睾丸重量/体重）下降，睾酮水平降低（P＜

0.05）。VitD 治疗后，LD 组和 HD 组睾丸重量和睾丸指数较 DG 组增加，睾酮水平升高（P＜

0.05）。2.与 NC 组相比， DG 组精子总数以及精子活动度下降（P＜0.05），VitD 治疗后可见 LD

组、HD 组精子总数增加，活精子数增加（P＜0.05）。3.与 NC 组相比， DG 组 SOD 酶活力下降

（P＜0.05），MDA 含量增加（P＜0.05），VitD 治疗后可见 SOD 酶活力增强（P＜0.05），

MDA 含量下降（P＜0.05）。4.HE 染色示，DG 组睾丸组织生精小管萎缩，细胞层数减少，曲细

精管管径缩小，管间间隙增宽，管内精子数目较少，间质区可见睾丸间质细胞稀少，间质增生。

NC 组睾丸组织结构完整，曲细精管饱满，管壁厚，生精细胞排列有序，管间含有丰富的精子。

5.WB 结果显示，与 NC 组相比，DG 组 VDR、Nrf2、SOD2、GCLC 表达水平下降，VitD 治疗后

可见 LD 组、HD 组上述指标上升。免疫组化结果显示，VDR、Nrf2 均表达于各组精细胞及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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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 NC 组相比，DG 组睾丸组织中 VDR、Nrf2 表达下降，LD 组、HD 组睾丸组织，VDR、

Nrf2 表达升高。 

结论  活性维生素 D 可改善 D-半乳糖诱导的老年雄性大鼠睾丸功能减退，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增强

Nrf2 介导的抗氧化应激水平来实现的。 

 
 

PU-1315 

高脂和糖尿病大鼠血清 T、睾丸 ABP 

及 INH B 表达水平改变及对生精功能的影响 

 
董莹金,李远发,周祥隆,梁季鸿 

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制造高脂血症和糖尿病大鼠模型，研究睾丸形态学 HE 染色、睾丸 ABP、INHB

表达水平改变、血清 T 水平，探讨高脂血症和糖尿病对生精功能的影响。 

方法  挑选 SPF 级健康雄性 SD 大鼠 60 只，随机编成三个实验组：对照组 15 只、高脂组 15 只、

糖尿病组 30 只。对照组用普通饲料饲养；高脂组用高脂饲料饲养；糖尿病组用高脂饲料饲养 24w

后，腹腔注射 20mg／kg STZ，对照组和高脂组均予以等量的柠檬酸注射液代替；从实验开始到

36w 末，分别检测每组大鼠的血糖、血清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

(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胰岛素浓度，并剔除未成模大鼠。造模成功后，颈动脉处采

血，离心取血清，检测各组大鼠血清的 T 水平；立即分离每一组大鼠一侧睾丸在 Bouin 固定液里：

①睾丸组织切片 HE 染色，用 OLYMPUS BX53 显微镜观察睾丸组织结构形态学变化，生精细胞数

目；②分别采用免疫组化方法、Western Blot 检测三组大鼠睾丸 ABP 及 INH B 蛋白表达差异。收

集并整理全部实验所获得数据后，采用 SPSS 17.0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所获得的实验数据，采用

P<0.05 来作为实验数据是否有统计学差异的评判标准。 

结果  ①高脂组和糖尿病组 HDL-C、TC、LDL-C 及 TG 较对照组升高；糖尿病组的空腹血糖较对照

组及高脂组升高；高脂组与对照组的空腹血糖未升高，无统计学意义。以上的代谢数据表明高脂及

糖尿病模型大鼠造模已经成功；②HE 染色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高脂组和糖尿病组大鼠睾丸生精

小管基膜不完整，厚薄程度不均一，生精细胞排列疏松混乱，间隙变宽，层数减少，数量明显减少

（P<0.05）；③ABP、INH B 及 T 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高脂组大鼠睾丸 ABP 表达明显增多

（P<0.05）、INH B 表达明显减少（P<0.05），糖尿病组大鼠睾丸 ABP 及 INH B 表达均明显减少

（P<0.05），高脂组和糖尿病组模型大鼠的血清 T 水平均明显降低（P<0.01）；与高脂组相比，

睾丸 ABP 及 INH B 表达均明显减少（P<0.05），糖尿病组大鼠的血清 T 水平均明显降低

（P<0.01）。 

结论  高脂血症及糖尿病可能通过破坏睾丸组织正常结构，降低 T 合成分泌、高脂可使 ABP 表达增

多、INH B 表达减少，糖尿病可使 ABP 及 INH B 表达均减少，导致生精功能障碍。 

 
 

PU-1316 

血浆白脂素与女性糖脂代谢及性相关激素水平的关系研究 

 
隆敏 1,郑宏庭 1,李行 1,吴军 2,胡华 3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 

2.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健康管理科 

3.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妇产科 

 

目的  白脂素（asprosin）是一种源自白色脂肪组织的新型激素，其在胰岛素抵抗的哺乳动物血中

浓度异常升高。众所周知，胰岛素抵抗参与了多种代谢相关疾病的发病，比如 2 型糖尿病和多囊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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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综合征等。近期的研究结果提示升高的白脂素与 2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独立相

关。然而，关于白脂素在多囊卵巢综合征中的变化，及与 2 型糖尿病的潜在关联目前尚不清楚。 

方法  160 名女性受试者纳入本研究，其中，66 名健康对照，53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及 41 名多囊卵

巢综合征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如年龄、血压、腰臀比、体重指数等，被收集完成。采用 ELISA 检

测血浆白脂素水平，同时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胰岛素、泌乳素、性激素、性激素结合球

蛋白、血脂及其它常规生化指标被测定。稳态模型评估指标 HOMA –β 和 HOMA-IR 用于分别评估

β 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情况。此外，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技术也被采用。 

结果  我们的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相比，2 型糖尿病女性血浆白脂素水平明显升高且与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和 HOMA-IR 呈正相关(P< 0.05), 但与 HOMA-β 负相关(P < 0.01)。同时，多囊

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白脂素水平也异常增高(P< 0.001), 但略低于糖尿病患者(P <0.05)。与 2 型糖

尿病患者类似，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白脂素水平正相关于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

HOMA-IR 和钳夹试验中的胰岛素水平。更有趣的是，我们的结果提示了白脂素与脂质水平及性相

关激素的关联性。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浆白脂素水平与低密度脂蛋白 c、载脂蛋白 B 及睾

酮正相关(P< 0.05)，与泌乳素、性激素结合球蛋白负相关(P< 0.05)。此外，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血浆白脂素水平是女性患 2 型糖尿病及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女性血浆白脂素水平与受损的葡萄糖代谢、异常血脂及性相关激素水平的关联

性。白脂素可能作为女性代谢相关疾病，如 2 型糖尿病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潜在危险因素和预测

指标，进一步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需明确白脂素临床实际应用价值。 

 
 

PU-1317 

染色质解螺旋 DNA 结合蛋白 7 在儿童性腺疾病中的突变分析 

 
张贝贝,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染色质解螺旋 DNA 结合蛋白 7（CHD7）在性腺疾病（DSD）中的重要性，客观展示儿

童 DSD 中 CHD7 突变的致病潜能 

方法  收集在 113 例中确定为 CHD7 突变的 22 例 DSD 患者的临床数据，并通过预测软件（SIFT, 

MutationTaster, Polyphen-2）及数据库（ClinVar, dbSNP）结合文献来评估突变的致病性 

结果  在 22 例 CHD7 突变的 DSD 患者中发现 24 个突变位点，通过软件月测结合数据库数据及临

床证据发现 18 例患者为 46, XY DSD，其中 2 名患者确诊为 CHARGE syndrome，2 名患者确诊

为 Kallman syndrome，7 例患者携带致病可能性较强的突变，7 例患者携带可能致病性的突变；4

例患者为 46, XX DSD，3 例患者为卵睾性 DSD，一例患者为睾丸性 DSD 

结论  在 DSD 患者中存在较高的 CHD7 基因突变频率（18%），尤其是 46, XY DSD。因此在 46, 

XY DSD 患者中存在致病性 CHD7 基因突变时则可以诊断为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然而

青春前期的患者需要随访至青春期后若存在青春期缺乏则可以确诊。而对于 46, XX DSD 患者中

CHD7 基因突变与性反转或真两性畸形的发生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收集数据来确认，这对于

DSD 患者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PU-1318 

基于基因分析的临床证据对 CHARGE 综合症诊断的重要性 

 
张贝贝,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 2 种不同诊断标准确诊的 3 例 CHARGE 综合症患者的基因突变体，并分析临床证据对

于诊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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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3 例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经过 2 种诊断标准来确诊的 CHARGE 综合症患者的

临床资料，运用在线软件（MutationTaster, Polyphen-2, SIFT 和 HOPE）及各种数据库(SNP, 

ClinVar, OMIM, Uniprot)，ACMG 和文献来分析 3 例患者突变体的致病性。 

结果  3 例 CHARGE 综合症的患者除表现为听力障碍、外生殖器及垂体的异常、特殊的面部表现、

及神经系统的异常外，同时各自还表现出其他方面的异常如心脏的先天性畸形、智力障碍、发育迟

缓、眼部的异常等而确诊，并且均符合 2 中诊断标准。除了患者 1 的母亲和小姨发现初潮延迟

（16-17 岁）外，其余 2 例患者的家族史均为阴性。基因结果显示：患者 1 的突变（c.2831G>A, 

p.944R>H）为已报道突变位点，突变来源于母亲；患者 2 和患者 3 的突变（c.3301T>C, 

p.1101C>R 和 c.4214A>G, p.1405Q>R）均为新发突变。通过致病性预测软件分析结合数据库及

文献分析发现患者 1 的突变可能致病性，但是 ACMG 结果显示为良性；患者 2 和患者 3 的突变无

论预测结果还是 ACMG 都支持致病性，ClinVar 和 SNP 数据库中均找不到这两种突变，此外有文

献报道突变体 p.1101C>R 可能与 CHARGE 综合症的发生有关。 

结论  3 例患者均符合 2 种诊断标准，2016 版诊断标准可诊断为 CHARGE 综合症，但是 2005 版

的诊断标准可分类：患者 1 为典型的 CHARGE 综合症，而患者 2 和患者 3 为不典型 CHARGE 综

合症，由于例数较少，未能明确 2 种标准之间的区别。虽然患者 1 突变的 ACMG 结果显示为良

性，但是患者的临床证据及当前对 CHARGE 综合症病因的研究表明该突变为患者的致病基因，因

此我们认为 ACMG 可能并不适用于 CHARGE 综合症突变体的预测；由于突变来源于母亲，但是

母亲并未被诊断为 CHARGE 综合症，我们考虑该病的临床表现变异度和外显率较大，同时有些症

状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不典型甚至消失，或者由于本身的保守性对疾病有不同程度的隐瞒，因此

患者母亲未被诊断，但是并不排出存在该病的可能。同时 2 个新发突变的发现丰富了 CHARG 综合

症致病基因库。 

 
 

PU-1319 

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胰岛素早期分泌功能障碍 

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相关性分析 

 
杨佳苗 1,沈山梅 1,王静 2,刘佳怡 1,邵飞 1,李忆昆 1,乔程程 1,毕艳 1,朱大龙 1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内分泌科 

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体重管理科 

 

目的  探讨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超重/肥胖患者胰岛素释放水平与血压、心率、血脂等心血管危险

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超重/肥胖患者胰岛素释放水平与血压、心率、血脂

等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04-2017.09 于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311 名多囊卵巢综合症合并

肥胖/超重患者，记录其初次就诊时血压、心率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的结果。使用胰岛素生成指数

（Insulinogenic Index，IGI）、胰岛素释放试验中 30 分钟胰岛素水平与空腹胰岛素水平比值

（30’INS/FINS）水平评价胰岛素分泌早期时相敏感性。对 IGI、30’INS/FINS 四分位比较各组心血

管危险因素水平，另外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研究 IGI、30’INS/FINS 与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相

关性。 

结果   （1）在多囊卵巢综合症合并肥胖 /超重的患者中，30’INS/FINS 水平较低的患者相比

30’INS/FINS 水平高的患者在年龄、体重、体质指数（BMI）中无明显差异，但 30’INS/FINS 水平

较低的患者具有更高的血压、心率、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水平。（2）在进一步的双变

量相关性分析中发现多囊卵巢综合症合并肥胖/超重患者的 IGI 水平与收缩压、舒张压、OGTT 各时

相血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0.615~-0.160，P＜0.05）；30’INS/FINS 水平与血压、心率、空腹

血糖、血脂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0.178~-0.489，P＜0.05）。 

结论  胰岛素分泌早期相分泌能力较强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肥胖/超重的患者可能具有更低的心血

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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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0 

GnRH 脉冲联合二甲双胍 

治疗非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成功怀孕一例 

 
林璐 1,王斐 1,陈明霞 2,莫泽纬 1,全会标 1 

1.海南省人民医院 

2.定安县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 GnRH 脉冲联合二甲双胍治疗不孕的非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方法  患者女性，21 岁，主诉“不孕、月经紊乱 2 年”。既往曾在当地医院多次行促排卵治疗，疗效

不佳。查体：BMI=48kg/1.50m2=21.3kg/m2。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予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脉冲泵通过脉冲皮下注射 GnRH 类

似物（每 90 分钟 1 次脉冲，每次 10ug 皮下输注）联合二甲双胍（500mg bid）治疗。 

结果  患者尚未恢复规律月经，就成功自然受孕。 

结论  非肥胖型 PCOS 患者存在 GnRH 脉冲分泌异常，引起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紊乱，进而导

致患者出现月经紊乱及排卵异常。而 GnRH 脉冲治疗可以重建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内分泌功能，从

而恢复有排卵的月经周期及受孕，恢复患者生育能力。对于有生育要求的该类型患者，在增加体育

锻炼、戒烟限酒等改善生活方式、二甲双胍甚至克罗米芬促排卵等治疗不能获得成功，可考虑采用

GnRH 脉冲治疗。临床上仍需要更多的病例观察以验证这一治疗方法的有效性。 

 
 

PU-1321 

性别差异在年龄相关的左室心肌细胞 β 肾上腺素 

受体亚型的表达和功能改变 

 
陈哲 1,承横杰 1,2,张治 1,2,承纪平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Wake Forest School of Medicine， Winston-Salem， NC 

 

目的  性别特异性调节肾上腺素受体（AR）的刺激在心脏功能和心脏疾病的表现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包括衰老。然而，性别和年龄对心脏 β3-AR 亚型的影响还没有系统评价。它们对 β1-AR 的影

响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以前几乎没有研究显示心脏 β3-AR 的性别和年龄相关的功能性变化。我们

假设，性别差异存在于老化引起的心肌细胞 β1 和 β3-AR 的变化：随着 β-AR 储备功能的下降，老

年男性可能表现出更大的选择性 β1 的下调。 

方法  左心室（LV）心肌细胞从青年（Y）（6 月）和老年（A）（24 个月）组（6 只 /组）的雄性

（M）和雌性（F）野生小鼠获得。我们同时比较了 β1、β2、β3-AR 的左室心肌细胞蛋白水平，以

及细胞收缩功能（dL/dtmax）对 β-AR 亚型刺激的反应：心肌细胞随机暴露在 ISO（10-8 M）或选择

性 β1、β2、或 β3 激动剂、去甲肾上腺素（NE, 10-7 M）、Zinterol (ZIN,10-5 M)，和 BRL-37,344 

(BRL,10-8 M)的反应。 

结果  在青年小鼠中，β1（YM：0.73 vs YF：0.74）、β2（0.28 vs 0.29）和 β3-AR（0.19 vs 

0.17）的心肌细胞蛋白质水平没有性别差异。同样的，对 ISO 的反应 dL/dtmax 有相应的增加

（YM：73%，209.5 VS121.1；YF：72%，210.7 VS122.5μm/s），NE 反应增加（48% vs 

45%），Zin 反应（20% vs 18%）；对 BRL 反应相应的减少（7.9%比 8.1%）。与性别匹配的青

年组相比，在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中，衰老引起 β3 显著增加（AM：0.30 比 AF：0.27），β2 显著

减少（11%比 6%）（P＝NS）。老龄化导致细胞收缩率下降 30%。衰老心肌细胞对 Zin 的反应在

dL/dtmax上无性别差异（AM: 增加 17% VS AF 增加 20%），对 BRL 导致的细胞收缩下降反应也没

有差别（AM:19% VS AF21%）。而在老年中，β1 水平下降 33%（0.48），明显高于老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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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5）。与老年女性相比，在老年男性中，ISO 导致 dL/dtmax 的增加反应显著下降，

（34% vs 48%）。 

结论  衰老与 LV 心肌细胞 β1-AR 下调和 β3-AR 上调有关。性别影响年龄相关的 β1-AR 下调，随

着年龄的增长男性表现出进一步的下调。 

 
 

PU-1322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儿童生长规律和青春期发育的临床研究 

 
赵岫 1,2,巩纯秀 2,陈少科 3,梁黎 5,陈临琪 4,苏喆 1,王春林 5,吴迪 2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 

3.广西妇幼保健院 

4.苏州儿童医院 

5.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分析研究中国 AIS 儿童体格发育和青春期启动情况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中国 5 个儿童内分泌中心且根据临床和基因检查确

诊 AIS 的患儿 49 例（年龄 0.08-13.68 岁）作为研究对象，同期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临床和基因检查

确诊的 5αRD 儿童 74 例（年龄 0.08-14.9）作为阳性对照组。回顾性收集 AIS 和对照组儿童身高、

体重、青春期启动年龄、性征、骨龄、基础性激素、HCG 激发试验后性激素等数据，并分析 AIS

儿童：1）不同年龄组 HtSDS、WtSDS、BA/CA、基础性激素（LH、FSH、T、DHT）和 HCG 激

发试验后 T、DHT 变化；2）青春期启动的年龄和激素、骨龄的变化；3）与中国 5αRD 儿童和中

国正常男童相应数据的变化。 

结果  1）AIS 儿童出生身长 49.10 ±1.76cm 在正常范围内。生后至 14 岁 AIS 儿童总体身高

HtSDS0.73±1.13 较同龄中国男童高 (P=0.001)。在生后至 10 岁之前较其身高增长比同龄中国男童

快，位于 0 SDS～+1 SDS 之间，且在 6m-9 岁之间显著高于正常男童(P=0.002, 0.044, 0.048, 

0.002)。而 10 岁以后 AIS 儿童的身高增长减缓，逐渐回落至均数水平。与 5αRD 比较，AIS 儿童

总体和各年龄组 HtSDS 均较同期 5αRD 儿童为高，但两者无显著性差异。2）BA/CA 比值方面：

青春期前 AIS 儿童 BA/CA 为 0.88(0.85, 1.00)，95%CI( 0.76, 0.98)，骨龄显著落后于年龄，而青

春期 AIS 儿童 BA/CA 为 0.95±0.10，95%CI(0.84, 1.05)，骨龄老化较前加快。3）AIS 组儿童中有

8 例出现睾丸增大伴乳房发育（Tanner 分期 2-4 期），青春期启动年龄为 10.91±0.68 岁（中位年

龄 10.85 岁）。而 5αRD 儿童中 6 例出现睾丸增大（Tanner 分期 2-3 期），青春期启动年龄为

12.29±1.27 岁（中位年龄 12.00 岁）。AIS 儿童青春期启动年龄略迟于中国正常男童

（P=0.284），而显著落后于中国正常女童(P=0.001), 且较 5αRD 儿童青春期启动年龄则显著提前

(P=0.033)。 

结论  AIS 儿童未治疗前其身高增长具有自己的特点，其青春期启动时间显著早于 5αRD，略迟于

中国正常男童。而这些 AIS 的独特改变均与其雄激素作用尤其是睾酮作用相关。 

 
 

PU-1323 

86 例 5αRD 患儿基因结果分析 

 
宋艳宁,范丽君,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 SRD5A2 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 5αRD 患儿的突变谱 

方法  分析从 2007 年至 2017 年在本中心就诊的 86 例 SRD5A2 突变患儿的基因结果，并通过文献

比较不同国家及地区患儿的突变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838 

 

结果  86 例患儿中共有 15 例纯合突变的患儿，占 17.4%（15/86)，71 例复合杂合突变的患儿，占

82.6%（71/86)。突变主要位于外显子 1 和外显子 4 上，其中外显子 1 突变频率为 23.8%

（41/172），外显子 4 突变频率为 55.8%（96/172）。本组患儿共有 172 个等位基因的突变，其

中最常见的蛋白突变类型为 p.R227Q,占 41.9 %（72/172)；其次依次为 p.Q6*和 p.R246Q，

p.G203S，p.N193S 各占 20.3%(35/172)，15.1%(26/172)，9.3%(16/172)，2.3%(4/172) 。在本研

究中，这些位点在我国南、北方及亚洲患儿中均无明显差异（p>0.05)。65 例患儿有 p.R227Q 位

点的突变，占 75.5%（65/86），而 31 例患儿有 p.Q6*位点突变，占 36%(31/86)。其他少见类型

如 p.R246W，p.R103*等。根据 ACMG 致病分级，我们对 86 例患儿 132 个位点分析发现致病变

异的有 99 个，占 75%，可能致病变异的有 26 个，占 19.7%，而意义不明变异有 7 个，占 5.3%。

我们共检测出 19 种 SRD5A2 基因位点突变，其中 5 种为新发突变（p.A228F，p.E57D，

p.V124D，p.A117D，p.E197K) 

结论  我们共发现了 19 种 SRD5A2 的突变位点，p.R227Q 是中国人的突变热点，并且在中国人中

具有奠基者效应。p.Q6*和 p.R246Q 在中国北方患儿中的突变频率高于南方。新发突变拓展了

SRD5A2 基因的突变谱。 

 
 

PU-1324 

对中国人群中 30 例 NR5A1 突变的临床表型及基因结果分析 

 
宋艳宁 1,赵岫 2,范丽君 1,巩纯秀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深圳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中国汉族 30 例 NR5A1 基因突变患儿及家系的临床数据和基因结 

方法  分析患儿的临床表现，性激素和基因结果及生长发育情况（身高，骨龄），并以社会性别男

性和女性分组比较差异 

结果  30 例 NR5A1 突变患儿初诊年龄 2 月到 17 岁，男性抚养 11 例，女孩抚养 19 例。社会性别

男女比较：外生殖器 prader 分级，无明显差异（p=0.093），女孩养育者的睾丸位置高于男孩

(p=0.013)。按照男性身高标准进行计算身高 SDS 值，30 例患儿的平均身高为-0.43SDS（靶身高

SDS 平均值为 0.07，男孩和女孩间无明显差异（p=0.724）；30 例患儿 LH/FSH 为 0.23±0.29，

LH 和 T 在男女患儿中无明显差异（p>0.05)。FSH、LH/FSH、 INHB 社会性别女性组更低

（p=0.002；p=0.001；p=0.006)。青春期前年龄段患儿 22 例，1 例小青春期 81.5ng/dl；自发青春

期发育的 8 例患儿的 T 水平为 99.1—289ng/dl，HCG 激发试验后 T<20ng/dl 者仅 2 例，余均大于

100ng/dl。30 例患儿母亲均为自然怀孕，例 16 和 18 的母亲已经明确表现为卵巢早衰，其他 3 例

患儿母亲平均年龄为 36 岁，尚无明显临床表现。例 22 患儿突变来自父亲，年龄 23 岁，目前无临

床表现。基因结果：突变 5 例突变来自母亲，1 例来自父亲。24 例为新生突变（de novo）

（57.7%），发现有 26 种 NR5A1 基因突变位点，12 种为已知突变，临床表型与之前报道相吻

合；14 种为新发突变，其中新发 p.R87C 和已知 p.R313C 突变频率最高，均占 10%（3/30），其

余突变位点各出现一次，外显子 4 的突变占 40%，且突变频率在男孩和女孩中占 72.7%和 21%

（8/11 和 4/19）。DBD 与 LBD 区突变的临床表型无明显差异（p=0.506)。 

结论  NR5A1 患儿轻度身高受损。NR5A1 突变患儿 Sertoli 细胞的损伤可能比 Leydig 细胞更严重。

突变位点多，主要发生在外显子 4 上，新发 P.R87C 和 p.R313C 是本组患儿的突变热点，新发突

变丰富了突变数据库且也是中国人的特殊性。仍未发现明确的基因型和表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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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6 

幼年型血色病一例病例报告 

 
谢玲玎,陈晓平,孔晓牧,马静,王娜 

中日医院 

 

目的   分析以糖尿病及低促性腺性性腺功能减退为表现的遗传性血色病（ hereditary 

hemochromatosis,HH)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基因表型。 

方法   

收集并总结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1 例 34 岁男性 HH 患者病例资料，基因

检测报告及随访治疗过程中的转归。 

结果  患者糖尿病病史 8 年，仅半年二甲双胍治疗，其余时间均胰岛素联合口服药治疗，血糖控制

不佳，1 月前出现糖尿病酮症，查胰岛细胞抗体、胰岛素自身抗体、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均阴性，胰

岛功能检查显示胰岛素绝对缺乏。患者生长发育过程正常，育有一子。近两年患者性欲明显下降， 

胡须生长缓慢，晨勃现象明显减少。 查体可见皮肤色素沉着，牙龈处可见线形色素沉着，胡须及

腋毛偏少。肝脾大。性激素测定显示睾酮，FSH，LH 均明显降低。Gnrh 兴奋试验曲线低平。甲状

腺功能检查提示 FT4 降低，TSH 正常。患者低促性腺性性腺功能减退及垂体性甲减诊断明确，但

垂体核磁未见异常。结合患者血清铁，转铁蛋白饱和度及铁蛋白明显升高，CT 检查显示肝脏饱

满，左叶体积增大;肝实质密度普遍增高，考虑血色病可能。患者无输血史及嗜酒史，并且行骨髓

穿刺活检不支持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骨髓增殖异常综合征等疾病，因此可排除继发性血

色病。肝穿刺病理提示血色病 IV 级，肝纤维化轻-中度。对患者及其父母及儿子进行基因检测显示

患者为 HFE2 基因杂和突变，突变基因来自于患者母亲。最终诊断为幼年型血色病 2A 型。患者放

血治疗 3 个月后（400-500ml/周），乏力改善，铁蛋白无明显下降，转铁蛋白饱和度较前下降

（95.4%降至 92.4%），糖化血红蛋白明显改善（9.9%降至 6.7%）。 

结论  遗传性血色病在我国罕见，内分泌科医生对此病缺乏认识。对于患者特征介于 1 型及 2 型糖

尿病之间，自身抗体阴性，且合并性腺功能减退的患者，应注意筛查转铁蛋白饱和度、铁蛋白水

平。对于可疑病例应尽早行基因检测及肝穿刺病理明确诊断。早期诊断、积极治疗可获得良好预

后，重症患者需长期治疗才可获得临床改善。 

 
 

PU-1327 

细胞色素 P450 氧化还原酶缺陷症的临床特点和分子诊断 

 
王文萃 1,叶蕾 1,杨祖威 1,贾慧英 2,张婕 2,赵萸 1,王卫庆 1,宁光 1,孙首悦 1,2 

1.瑞金医院 

2.瑞金医院北院 

 

目的  分析 2 例细胞色素氧化还原酶缺陷症患者的临床和基因突变特点，结合回顾文献从临床和分

子遗传学水平探讨其发病机制。 

方法   详细收集瑞金医院 2 例细胞色素氧化还原酶缺陷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提取其外周血白细胞

基因组 DNA，进行 POR 基因突变位点分析。查找 2004-2017 年国外报道细胞色素氧化还原酶

（P450）缺陷症文献，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患者 1, 46,XX，社会性别女，16 岁。出生时肛门闭锁，阴蒂肥大，至青春期后月经不规则；

患者 2, 46,XX，社会性别女，32 岁，表现为月经不规则，不孕不育。 2 例患者均无明显骨骼畸

形，生化检查示雄激素正常或偏低，17α 羟孕酮、孕酮升高。基因检测示患者 1 携带 POR 基因纯

合错义突变（R457H）；患者 2 携带 POR 基因杂合突变（R223X/Y607C），其中突变位点

R223X 和 Y607C 均为国内首次报道。 文献回顾分析结果表明，86%患者表现为不同程度类

Antley-Bixler 症状，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患病率为 94-96%。其中，46,XX 患者主要表现为两性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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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原发闭经；46,XY 患者主要表现为尿道下裂、小阴茎、小睾丸。10 例患者仅伴有类固醇激素

合成异常而无明显骨骼畸形表现，此 10 例患者均有肾上腺功能不全表现，其中 2 例患者伴有高血

压。10 名患者 POR 突变位点结果显示，70%突变位点位于 NADPH 结合域。 

结论  细胞色素氧化还原酶缺陷症为 POR 基因突变引起，临床表现多样，主要表现为类固醇激素

合成障碍伴或不伴类 Antley-Bixler 综合征，其明确诊断应依赖于类固醇激素检查和 POR 基因检

测。 

 
 

PU-1328 

Y 与常染色体不平衡易位致 Turner 综合症 1 例 

 
崇禾萌,皮亚雷,张亚男,李玉倩,陈潇潇,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明确一位以身材矮小就诊，无特殊面容，智力发育无异常的女童是否为特纳综合症。 

方法  对患儿进行矮小的常规生化和影像学检查；采集患儿外周血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并根据其

染色体核型结果进行高通量 DNA 测序法检测染色体非整倍体及基因组拷贝数变异和盆腔超声检

查，而后采用 SRY 基因测序技术检测患儿是否存在 SRY 基因及 SRY 基因是否存在致病变异。 

结果  患儿，女，4 岁 10 个月，主因生长迟缓 4 年余就诊。患儿母亲代述于 4 年前发现患儿生长缓

慢，逐渐落后于同龄儿，近 2 年间不规律服用“赖氨酸”类等药物，身高未见改善。患儿系第 1 胎第

1 产，孕 36 周剖宫产娩出，出生体重 3kg，生后无缺氧窒息史。饮食睡眠可，无慢性病及家族病

史。查体：H：97.5cm（-3SD），体重：15.5kg(-1.5SD)；面容无特殊，左颊部一色素痣，无颈

蹼，无盾状胸，轻度肘外翻，幼女外阴。常规生化和影像学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染色体核型分

析：45，X，add(5)(q35)[85]/45，X[5]，其父母染色体均为正常核型。遂进行染色体非整倍体及基

因组拷贝数变异检测，结果示 seq[hg19]del(Y)(p11.32q12)(mos) ，chrY:g.1-593735666del；患儿

为含有 Y 染色体片段的嵌合体。盆腔超声示子宫体积正常，而双侧卵巢显示不清。性激素示 FSH

与 LH 较同龄儿升高，HCG 在正常范围；可检测到 SRY 基因且未见致病变异。拒绝行腹腔镜探

查，考虑到 HCG 未见升高，患儿年龄较小，嘱其定期监测 HCG 水平，青春前期进行腹腔镜探

查。给予生长激素 2.5IU/d 皮下注射，3 个月后复查，甲功肝肾功能及 HCG 均在正常范围内，IGF-

1 较前升高，身高增长 2.7cm，体重无变化，继续原剂量治疗。 

结论  对以身材矮小就诊的女童应常规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对携带不明染色体片段的特纳综合症

患儿，应进一步检查明确其来源，因携带 Y 染色体物质的特纳综合症患儿性腺母细胞瘤风险较高，

建议这类患儿及时行腹腔镜探查明确是否存在睾丸组织，对学龄前期拒绝腹腔镜探查的患儿应定期

监测 HCG 水平。 

 
 

PU-1330 

卡尔曼综合征 1 例 

 
熊翔宇,杨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对 1 例卡尔曼综合征的诊治，复习小阴茎的诊疗思路，对 GnRH 脉冲泵的治疗进行评估 

方法  以我院收治的 1 例卡尔曼综合征为例，复习小阴茎诊疗思路，探讨卡尔曼综合征的治疗方

案。 

结果  该患儿多次因小阴茎就诊，有嗅觉异常，不能区分香味、臭味等。曾 2 次完善 HCG 激发试

验，3 天后睾酮升高明显，均提示睾丸功能正常。2 次完善 GnRH 激发试验，LH 峰值＞4mU/ml，

FSH 峰值、 LH 峰值分别大于基值 3 倍以上，垂体功能良好，但 2 次激发试验 LH 峰值未随时间推

移上升，完善 MRI：1、脑脑实质 MRI 平扫未见异常；2、垂体未见明显异常；3、水成像示双侧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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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空虚,未见明确嗅束信号,结合临床小睾丸,考虑卡尔曼氏病。2018.2 予 GnRH 脉冲输注泵治疗，

家属表示疗效满意。 

结论  卡尔曼综合征（(Kallmann Syndrome,KS）的遗传形式有 X 连锁隐性遗传、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3 种方式，具有明显的遗传异质性。目前已经确定 KAL1、FGFR1、

PROKR2、PROK2、CHD7 以及 FGF8 这 6 个基因与 KS 的发生密切相关，但依旧只能解释 25% 

-30%的 KS 病 例，多数 KS 患者的病因仍然无法获知。本病例中患儿外送基因检测，未检测到 KS

相关热点基因。结合临床表现，考虑诊断 KS，并与 GnRH 脉冲输注泵治疗，疗效满意。 

 
 

PU-1331 

青中年男性肥胖相关性性腺功能减退与瘦素、雌二醇的关联研究 

 
杨文韬,李芳萍,蓝碧云,黎锋,吴宏适,郑晓彬,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分析青中年男性的肥胖相关性性腺功能减退（MOSH）与瘦素、雌二醇的关系，为进一步探

讨青中年男性肥胖相关性性腺功能减退的发病机制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42 例 20-60 岁青中年男性调查对象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已排除有下丘脑、垂

体、肾上腺、甲状腺相关疾病或生殖系统发育畸形或生殖系统疾病病史者。采集病史，测量调查对

象腰围、BMI，采集血液标本进行 LH、FSH、总睾酮、雌二醇、瘦素的检测。将调查对象分为四

组，分别为中心性肥胖伴性腺功能减退组（83 例）、仅有中心性肥胖组（90 例）、仅有性腺功能

减退组（21 例）、正常对照组（48 例）。组间基线资料比较应用方差分析或 Kruskal-Wallis 秩和

检验或卡方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总睾酮、腰围与瘦

素、雌二醇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引起 MOSH 的危险因素。 

结果  在青中年男性中，中心性肥胖合并性腺功能减退组较仅有性腺功能减退组瘦素显著升高

(P<0.001)。瘦素与总睾酮呈负相关(r=-0.27, P<0.001)。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校正混杂因

素后得出，随着瘦素浓度的增加而患中心性肥胖伴性腺功能减退的风险显著增加（以瘦素浓度

<1.16 ng/ml 组作为对照，瘦素浓度 2.12～3.37 ng/ml 组患中心性肥胖伴性腺功能减退的风险增加

2.57 倍，P=0.044；瘦素浓度≧3.38 ng/ml 组患中心性肥胖伴性腺功能减退的风险增加 10.98 倍，

P<0.001）。而在对青中年男性的研究中，中心性肥胖合并性腺功能减退组未见雌二醇显著升高

(P>0.05)。 

结论  在青中年男性，瘦素升高是发生中心性肥胖合并性腺功能减退的独立危险因素。雌二醇可能

并未参与中心性肥胖合并性腺功能减退的发病。 

 
 

PU-1332 

青中年男性性腺功能减退机制的初步探讨 

 
杨文韬,李芳萍,蓝碧云,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比较青中年男性与老年男性出现睾酮水平降低时中枢及外周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为探讨

青中年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的发病机制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 1260 例 20～80 岁男性调查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已排除有下丘脑、垂体、肾上

腺、甲状腺相关疾病或生殖系统发育畸形或生殖系统疾病病史者。收集调查对象的临床资料，测量

腰围和 BMI，采集血液标本进行总睾酮、性激素结合球蛋白、LH、FSH、血脂等检测。根据年龄

分青年（20~40 岁）、中年 40~60 岁）、老年（60~80 岁）亚组进行分析，各年龄组内采用病例

对照研究，病例组（TT≦11.5 nmol/L）与对照组（TT>11.5 nmol/L）根据年龄相同原则进行按 1:1

配对，配对后组间差异比较应用独立两样本 t 检验或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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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探讨引起总睾酮下降的危险因素。然后对病例组的调查对象进行研究，分为青中年组

（20~60 岁）和老年组（60~80 岁）。采用 1:1 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将两组组间按领近匹配原则

进行得分匹配，应用独立两样本 t 检验或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对中枢、外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 

结果  在青、中、老年男性中，出现睾酮水平降低时 BMI 显著升高(P=0.031; P=0.011; P<0.001)。

中年、老年男性出现睾酮水平降低时腰围显著增加( P=0.006; P<0.001)，青年男性出现睾酮降低时

腰围有升高趋势（P=0.051），但差异不及中、老年组明显。无论是青、中、老年男性，腰围增加

都是出现睾酮水平下降的危险因素(OR=2.80; OR=2.49; OR=4.35)。在青、中、老年中，睾酮水平

低下的男性均比睾酮水平正常的男性的 LH 显著降低(P=0.036; P<0.001; P=0.008)。青中年性腺功

能减退与老年性腺功能减退男性相比，在中枢影响因素方面 LH、FSH 显著降低 (P<0.001; 

P<0.001)；在外周影响因素方面 LDL-C 显著升高(P=0.021)，但性激素结合球蛋白、BMI、腰围等

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青中年男性发生性腺功能减退的机制可能与老年不同。青中年男性出现睾酮水平下降时比老

年男性更多来源于下丘脑-垂体的抑制，老年性腺功能减退的发病可能同时合并高促性腺激素及低

促性腺激素病因。老年性腺功能减退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升高无关。青中年和老年睾酮水平下降均

与中心性肥胖息息相关。 

 
 

PU-1333 

青中年男性内源性睾酮水平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杨文韬,李芳萍,蓝碧云,黎锋,张小云,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分析青中年男性血清睾酮水平与血脂水平的关系，重点研究睾酮与致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

LDL-C 亚型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的关系，为进一步探讨睾酮水平降低导致心血

管不良事件增加的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58 例青中年男性进行研究，年龄在 20～60 岁，已排除有下丘脑、垂体、肾上

腺、甲状腺相关疾病或生殖系统发育畸形或生殖系统疾病病史者。其中病例组（TT≦11.5 

nmol/L）103 例，对照组（TT>11.5 nmol/L）155 例。测定各组总睾酮、TG、HDL-C、LDL-C、

sdLDL-C 水平，计算非-HDL-C 水平。对两组组间的年龄、糖尿病病史、高血压病史进行倾向性评

分匹配，检验基线均衡性后应用配对 t 检验或秩和检验对两组 TG、HDL-C、LDL-C、sdLDL-C、

非-HDL-C 进行比较。TG、HDL-C、LDL-C、sdLDL-C、非-HDL-C 分别和总睾酮进行双变量相关

分析及偏相关分析。对非正态分布数据进行对数转换，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TG、HDL-C、

LDL-C、sdLDL-C、非-HDL-C 与总睾酮的线性关系。采用趋势检验分析血脂异常患病率随睾酮水

平的变化趋势。 

结果  在青中年男性中，病例组和对照组的 LDL-C、sdLDL-C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偏相关

分析中，总睾酮与 sdLDL-C 呈正相关(r=0.196, P=0.002)，总睾酮与 LDL-C 未存在相关关系。采用

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总睾酮与 Ln sdLDL-C 呈正向的线性关系，Ln sdLDL-C 随着总睾酮

的减少而减少(β=0.156, P=0.018)。总睾酮与 Ln TG 呈负向线性关系，Ln TG 随着总睾酮的减少而

增加(β=-0.134, P=0.048)。随着睾酮水平的下降，高甘油三脂血症患病率显著升高(r=-0.47；

P=0.001)，而高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出现的比例也有下降趋势（r=0.51；P=0.069）。

而总睾酮对 LDL、Ln HDL-C、非-HDL-C 均无影响。 

结论  在青中年男性中，低睾酮水平状态可能不是通过 LDL-C 或 sdLDL-C 等传统的致动脉粥样硬

化危险因素的升高导致不良心脑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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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4 

二甲双胍通过减轻氧化应激诱导的血睾屏障损伤 

改善雄性小鼠生育力 

 
叶继锋 1,罗丹丹 1,2 

1.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肥胖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一种危险因素，并且肥胖可以在全身多个组织里导致氧化应激水平增

加。据报道，二甲双胍有抗氧化的作用，然而，二甲双胍对肥胖相关男性不育的确切作用尚不清

楚。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二甲双胍对肥胖男性生育力的影响并寻找其潜在的机制。 

方法  通过喂养一种高脂饮食建立一个肥胖雄性小鼠模型，高脂饮食喂养 8 周后其中一组高脂饮食

的小鼠在饮水里加入二甲双胍并持续 8 周。高脂喂养 8 周和 16 周的时候各组分别评估生育力、代

谢参数及促卵泡素水平。支持细胞之间形成的血睾屏障保证精子生成的顺利进行，我们通过投射电

子显微镜及一种生物素示踪剂免疫荧光的方法评估血睾屏障的完整性。然后进一步测量睾丸组织里

的氧化应激水平，血睾屏障相关蛋白的表达及核因子 κB。 

结果  高脂饮食组的小鼠呈现出明显的脂代谢紊乱、血睾屏障的完整性被破坏及生殖能力的下降。

二甲双胍改善了肥胖雄性小鼠的生育力，减少了睾丸异位脂肪沉积，增加了血促卵泡素的分泌

（P<0.05）。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揭示二甲双胍改善了高脂饮食诱导的血睾屏障结构与通透性的损

伤，恢复了血睾屏障相关蛋白的表达，这一作用可能与二甲双胍改善氧化应激并恢复支持细胞核里

的核因子 κB 的活性有关。 

结论  二甲双胍通过减轻氧化应激诱导的血睾屏障的破坏改善肥胖雄性小鼠的生育力。这些发现在

二甲双胍对各种疾病的作用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暗示二甲双胍在将来有可能被用于治疗肥胖相

关的雄性不育。 

 
 

PU-1335 

42 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临床特点及 HPG 轴功能状态分析 

 
何美男,曹瑛,高方,李际敏,吴凤林,薛耀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体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临床特点、HPG 轴功能状态分析 

方法  根据 2003 鹿特丹标准纳入于我院内分泌科门诊确诊的 42 例 PCOS 患者，根据 BMI 分为：

体质指数正常组（BMI 18.5-24kg/m2，PCOS-NW 组，n=29）和超重/肥胖组（BMI ≥24kg/m2，

PCOS-OW/OB 组，n=13）。在卵泡期早期进行性相关激素、糖脂代谢水平检测，同时行 GnRH

兴奋试验（0,30,60min）评估 HPG 轴功能状态。 

结果  纳入研究对象年龄 25.53±4.10（岁），BMI 23.14±4.54（kg/m2），所有患者均存在月经稀

发，卵巢多囊样改变者 42.86%，超重/肥胖者 30.95%，胰岛素抵抗者 52.38%，高雄激素血症

23.81%，痤疮和多毛表现患者分别为 21.43%、19.05%。PCOS-OW/OB 组空腹及 OGTT 兴奋试

验 2h 后血糖及胰岛素水平，TG、LDL-C 水平显著高于 PCOS-NW 组患者（P＜0.05），PCOS-

OW/OB 组 HDL-C 水平显著低于 PCOS-NW 组（P＜0.01），PCOS-OW/OB 组胰岛素抵抗发生率

84.62%显著高于 PCOS-NW 组的 37.93%（P＜0.01）。PCOS-NW 组患者基础 LH、LH/FSH 及

SHBG、IGF-1 水平明显高于 PCOS-OW/OB 组（P＜0.05）；PCOS-NW 组 FAI 水平显著低于

PCOS-OW/OB 组患者（P＜0.05）；GnRH 兴奋试验后，PCOS-NW 组各点 LH、LH/FSH 水平高

于 PCOS-OW/OB 组，在兴奋试验 0min、60min 时 LH、LH/FSH 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或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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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提示 PCOS-NW 组较 PCOS-OW/OB 组患者代谢紊乱程度较轻，组间患者 HPG 轴功

能存在差异，前者基础 LH 水平及 LH/FSH 比值更高，GnRH 兴奋试验可进一步放大该差异特点，

调节 HPG 轴功能可能成为体重指数正常 PCOS 患者未来治疗的重要方向；PCOS-NW 患者 IGF-1

水平显著升高，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PU-1336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合并肾上腺影像学异常 

对内分泌代谢的影响研究 

 
龚懿,张莹,罗恒聪,李任远,郑思远,沈焕玲,薛娇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比较合并肾上腺增生或肾上腺意外瘤的 PCOS 患者的内分泌代谢指标，从而分析肾上腺形态

学异常是否影响 PCOS 内分泌代谢特征。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并完善相关系统检查后资料完整的

的 PCOS 患者 225 例，年龄 18-42 岁，平均为 28.3±4.3 岁，按是否合并有 CT 显示的肾上腺形态

学异常（包括肾上腺增生或肾上腺意外瘤）分为两组。合并有肾上腺形态学异常的 PCOS 患者

（103 例）为 A 组（肾上腺形态学异常组），不合并肾上腺形态学异常的 PCOS 患者（122 例）

为 B 组（肾上腺形态学正常组）。回顾性比较两组年龄、BMI、TG、CHOL、LDL、UA、TSH、

CRP、糖代谢水平、性激素、HPA 轴功能评估等指标，分析肾上腺形态学异常是否影响 PCOS 内

分泌代谢特征，并总结肾上腺影像学异常在 PCOS 患者中的分布。 

结果  1、在本研究的所有 PCOS 患者中，伴有肾上腺异常的患者占 45.8%。其中 CT 显示肾上腺

增生的占 89.3%，显示肾上腺意外瘤的占 10.7%，双侧肾上腺增生患者占 34.0%，左侧肾上腺增

生者占 65.0%，左侧肾上腺意外瘤患者占 9.7%,右侧肾上腺意外瘤患者占 0.97%；两组间肥胖、高

脂血症、糖调节异常、胰岛素抵抗、高血压病的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P>0.05）。2、A 组与 B 组

间年龄、BMI、WHR、TG、CHOL、LDL、UA、TSH 等指标均无显著差异（P>0.05）。3、A 组

与 B 组间空腹、餐后 30min、餐后 1h、餐后 2h、餐后 3h 胰岛素及血糖、HOMA-IR（稳态模型评

估法）、ISI、胰岛素曲线下面积、血糖曲线下面积等指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

A 组 DHEAS 水平显著高于 B 组，P 值为 0.036（P<0.05）。5、以 480nmol/L 为截点，肾上腺形

态学异常组 24-UFC 超过上述截点患者发生率增多，A 组 24 点血清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 B 组，P

值为 0.032（P<0.05）。6、ACTH 兴奋试验后 A 组与 B 组两组之间各时间点的血清皮质醇、17α-

OH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午夜血清皮质醇与 TG 存在正相关性（P<0.05）。

8、DHEAS 与 FAI 呈现正相关性（P<0.05）,与 SHBG 呈现负相关（P<0.05）。 

结论  本研究中，大部分增生或意外瘤存在于左侧肾上腺。HPA 功能紊乱有可能参与 PCOS 疾病发

生进展，应注意随访。 

 
 

PU-1337 

女性经产数与糖代谢的相关性研究 

 
关聪会,王欣,汤旭磊,甄东户,赵楠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兰州市中老年女性的不同生育经历和不同糖代谢状况，探讨女性经产数与不同糖代谢状

况的相关性 

方法  本流行病学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利用“REACTION 研究”甘肃省的基线资料，选取兰

州市社区 45-70 岁符合标准的女性居民进行研究。提取资料中相关的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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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等指标。根据研究对象的经产数分为 P1（0-1 次）、P2(2 次)、P3(3 次)、P4(≥4 次)共四组，

统计并分析该人群的不同生育经历和不同糖代谢状况，并探讨经产数与不同糖代谢状态的相关性。 

结果  （1）共有 6246 例研究对象，经产数为 P1、P2、P3、P4 分别占 54.9%、24.2%、12.6%、

7.7%。（2）正常糖耐量（NGT）、糖调节受损（ IGR）、糖尿病（DM）分别占 50.5%、

28.5%、21.0%，其中 49.5%的研究对象存在糖代谢异常。（3）Sperman 相关分析示：年龄、腰

围、BMI、高血压、血脂异常、月经初潮年龄、经产数、与 FPG 和 2hPG 正相关；绝经年龄与

FPG 正相关，与 2hPG 不相关；巨大胎儿史与 FPG 和 2hPG 负相关。（4）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在未调整混杂因素的情况下，经产数与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呈正相关；在上述基础上，调整了年

龄、月经初潮年龄、绝经年龄、巨大胎儿史等生育相关因素后，上述相关性虽然稍有减弱，但仍存

在统计学差异(P<0.05 )；进一步调整婚姻状况、独居条件、文化程度、高血压、血脂异常、BMI 等

因素后，相对于经产数为 P1，经产数为 P2、P3、P4 的糖尿病患病风险逐渐增加，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1.女性经产数、月经初潮年龄与 FPG 和 2hPG 正相关，巨大胎儿史与 FPG 和 2hPG 负相

关。 2.女性经产数增加与糖尿病患病风险呈正相关。 

 
 

PU-1338 

52 例 5α-还原酶缺乏症患者口服十一酸睾酮临床疗效分析 

 
田媛媛,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 52 例 5α 还原酶缺乏症（5-alpha-reductasedeficiency，5α-RD）患者口服十一酸睾酮治

疗的疗程、疗效，寻找用药时机，评估药物安全性，长期随访 

方法  以前瞻性自身对照比较的研究方法，对 2009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门诊

确诊的 5α-RD 患者连续口服十一酸睾酮胶囊（2~3mg.kg.d，最大剂量 120mg.d）治疗阴茎短小的

疗效及疗程比较。3 个月为一疗程，最长四个疗程。期间监测患儿阴茎长度及宽度、阴茎增长率、

身高、体重、骨龄及生化指标等。通过配对 t 检验、wilcoxon 秩检验进行自身用药前后比较，拟合

曲线分析寻找最佳用药年龄。问卷调查及电话随访患儿家长满意度及患儿终身高。 

结果  52 例 5α-RD 患者年龄 0.25~12 岁，平均（2.45±2.21）岁，临床表现为小阴茎伴不同程度尿

道下裂，单纯小阴茎 4 例。口服药物达手术标准或停药标准（PL>2.5SD）者共 48 例，第一疗程

有效率 47.92%，第二疗程有效率 91.67%，于第二疗程达到最佳阴茎长度。5α-RD 患者口服药物

第一疗程优于第二疗程（P<0.05），第一疗程阴茎增长长度为（0.83±0.47）cm，增长率

0.40(0.23,0.60)；第二疗程阴茎增长长度为（0.60±0.35）cm，增长率 0.20(0.148,0.292)。达标长

度约（3.09±0.53）cm。5α-RD 青春期前应用十一酸睾酮疗效显著，应用拟合曲线分析得知青春期

前药物疗效与年龄无相关性（R2 远小于 1），各年龄组疗效无显著差异（P>0.05）。定期监测患

者身体指标，不影响体型改变(P=0.418)，甚至促进身高增长；基础、第一疗程、第二疗程的

BA/CA 比值分别为（0.88±0.27）、（0.93±0.25）、（0.92±0.23），P> 0.05。期间 LH、FSH、T

水平处于青春期前期。无阴毛增长，1 例出现勃起痛。随访最长达 8 年，家长对药效及性别选择满

意度高；2 例患儿随访达 18 岁，终身高与预期靶身 SDS 无显著差异。 

结论  5α-RD 患者就诊年龄分层，与疾病机制相关，临床表现为小阴茎合并不同程度尿道下裂。5α-

RD 患者青春期前口服十一酸睾酮半年有效率达 91.67%，第一疗程疗效优于第二疗程，半年内达

到最佳长度。短期内口服安全性较高，对骨龄影响甚微。5α-RD 青春期前药物疗效与年龄及年龄组

无关；青春期用药疗效不一，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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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9 

一例 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 3 型缺陷症家系病例的基因研究 

 
郑思畅,杨祖威,叶蕾,王伟,刘彦玲,赵臾,孙首悦 

瑞金医院 

 

目的  报道 HSD17B3 基因一个新的无义突变导致一对姐妹男性假两性畸形。 

方法  临床检查：血、尿、粪三大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清电解质及 24 小时尿电解质，甲状腺

功能，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血、尿皮质醇，性激素全套，hCG 兴奋实验，心电图，胸

片，骨龄片，肾上腺 CT，子宫及双附件超声、睾丸超声、染色体核型分析等。 

基因检测：抽取患者 1、患者 2 及其父母外周 EDTA 抗凝血 3 ml，QIAamp DNA Blood Mini Kit 

(Qiagen, Hilden, Germany)提取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 DNA。 

结果  实验室检查：患者三大常规、肝肾功能、血脂、电解质、甲状腺功能、皮质醇节律和 ACTH

均正常。性激素测定结果及 hCG 兴奋实验结果见表 1。心电图、胸片、肾上腺 CT 未见异常。左手

及腕关节正侧位片显示骨龄与实际年龄相符。妇科超声盆腔内未探及明显子宫卵巢样回声。患者 1

睾丸超声显示双侧腹股沟区睾丸样回声，右侧腹股沟内睾丸大小约 35×19×23mm，左侧腹股沟内

睾丸大小约 38×19×24mm。患者 2 盆腔 CT 平扫显示两侧腹股沟管内口区类圆形密度增高影。两

姐妹染色体核型均为 46，XY。 

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发现患者 1 和患者 2 的 HSD17B3 基因第 11 号外显子均存在 c.852G>A 纯合

突变，导致第 284 位色氨酸突变成终止密码子（p.W284X）。父母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亦存在该突

变位点，但都为杂合状态。 

结论  本文报道了一例 17β-HSD3 缺陷症家系病例，详细总结其临床特征，并通过基因分析发现了

一个新的突变位点。 

 
 

PU-1340 

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缺陷症的诊断及治疗 

-附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杜培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1 例 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17β-HSD)缺陷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从分子遗传学水平探讨其

病因及发病机制。 

方法  详细收集 1 例 17β-HSD 缺陷症患者临床资料，并提取其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 DNA。通过高

通量测序检测到 HSD17B3 基因突变后，在患者父母及弟弟基因组 DNA 中筛查突变位点 

结果  患者，2 岁 11 月，按女孩儿抚养。染色体核型 46,XY，幼女外阴，阴蒂肥大，双侧高位隐

睾，患者血黄体生成素(LH)及卵泡刺激素（FSH）水平升高，血睾酮（T）水平较低，hCG 兴奋试

验中，睾酮与雄烯二酮的比值逐渐降低，基因筛查显示患者携带 HSD17B3 基因两个位点的复合杂

合突变，分别为第 67 位氨基酸由谷氨酸为天冬氨酸（p.E67D），第 209 位氨基酸由丝氨酸变为脯

氨酸（p.S209P），两个位点突变均为国内外首次报道。患者父测得 p.S209P 杂合突变，母测得

p.E67D 杂合突变，弟弟未测得突变 

结论  46,XY 的 17β-HSD 缺陷症患者主要表现为男性假两性畸形，其明确诊断依赖于类固醇激素检

测、hCG 兴奋试验及 HSD17B3 基因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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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1 

性腺发育不良合并中枢性性早熟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范丽君,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性腺发育不良合并中枢性性早熟的案例，总结相关病例报道，诊断和治疗，提高临

床对该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报道一例男童 MAMLD 基因（X 连锁隐性遗传，母亲为杂合变异）突变合并中枢性性早熟的

诊断，治疗和随访，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患儿，男，2 岁 3 月，因阴囊增大 2 年余，阴茎增大增粗 1.5 年就诊。患儿 8 月时阴茎增大

增粗，出现少许胡须、阴毛，伴面部痤疮，H=75cm（>97%）。11 月时于外院查：促黄体生成素

（LH）16.86 IU/L，促卵泡刺激素（FSH）6.78IU/L，血清睾酮（T）36.43nmol/L；骨龄:3.5-4

岁；1 岁左右出现声音沙哑。1 岁半左右感觉似乎阴囊较前缩小。1 岁 10 月时于我院查血生化、甲

功、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皮质醇（Cor）正常；性激素：LH 0.3IU/L，FSH 0.78IU/L，T<20.0ng/dl；BA:5 岁；

垂体 MR 未见异常。体格检查：身高 99cm（>97%），体重 17kg（>97%）。无胡须，皮肤未见

牛奶咖啡斑。男童外生殖器，阴毛 TannerⅠ期，阴茎 5cm×2.3cm，双睾丸位于阴囊内，约 3-

4ml 。 辅助检查： LHRH 激发试验峰值： LH13.6IU/L ， FSH10.7IU/L ， LH/FSH ＞ 0.6 ；

AMH ： >23.0ng/ml ， INHB ： 237.64pg/ml ；骨龄： 5-6 岁。基因检测结果： MAMLD1 ，

c.1336G>C,p.A446P,半合子,源于母亲，X 染色体隐性遗传。搜索文献发现目前报道的该基因突变

主要与小阴茎，尿道下裂和性腺发育不良有关。Ruiz-Arana IL 等人报道了一例 MAMLD1 错义突变

（p.P677L）伴 46，XY 完全性腺发育不良的患者。文献检索发现 Turner 综合征，Klinefelter 综合

征，多囊卵巢综合征等性腺发育不良合并性早熟均有报道。我们认为部分中枢性性早熟可能为性腺

发育不良的早期表现。性腺发育不良使抑制因素（AMH，INHB）减低导致 HPGA 激活，当性腺功

能尚有残存时，高水平的 LH，FSH 的作用下，产生高水平性激素，从而出现性早熟。随着性腺储

备提前耗尽，最终导致性腺功能减退或衰竭。 

结论  部分中枢性性早熟可能为性腺发育不良的早期表现，中枢性性早熟与性腺发育不良存在联

系。 

 
 

PU-1343 

Prader-willi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酮症１ 例报道 

 
顾鸣宇,陈霞,马宇航,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 Prader-Willi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酮症患者，总结其临床特征。 

方法  一例 Prader-Willi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酮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及染色体基因检查报告,

描述该患者的临床特点并进行分析。 

结果  患者，女，33 岁，因“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3 月”入院，入院后测血糖 12.6mmol/L，酮体弱

阳性，予以小剂量胰岛素静滴后，酮体转阴。查体时发现患者对答语态较幼稚，体型肥胖，BMI 

28.1，双侧乳晕色素淡，阴毛及腋窝体毛缺失。眼间距增宽，眼裂狭长，四肢短小，双足第四足趾

短小畸形。考虑 Prader-Willi 综合征可能，予以相关染色体和基因检查。染色体检查暂未发现明显

异常，进一步行基因检测发现染色体 15q11 PWS/AS 相关区域 TUBGCP5 基因及 NIPA1 基因数拷

贝增加，故明确诊断为 Prader-Wilil 综合征，特殊类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患者降糖治疗方案

为：格华止 500mg tid+诺和龙 2mg tid，全天血糖控制在 5-8mmol/L。相关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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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异常。查甲状腺轴、肾上腺皮质醇轴、生长激素轴内分泌功能未见明显异常。性腺轴内分泌功

能在正常低值，但患者月经正常，暂不予替代治疗。 

结论  Prader-willi 综合征通常在幼年即可明确诊断，该患者由于幼年至青少年时期行为发育基本正

常，该患者身材虽有矮胖表现，但仍处于正常范围内，且其曾有自发月经来潮，症状不典型，故未

能发现该疾病。此次糖尿病酮症入院后因查体发现异常体态，进一步检查确诊 Prader-willi 综合

征。故在临床工作中，对于有特殊体征的糖尿病患者需更加留意，明确分型诊断。 

 
 

PU-1345 

探究多囊卵巢综合征与代谢异常的相关关系 

 
孙国华,翟晓丽,许筠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一种困扰育龄期女性的内分泌疾病，与不孕、胰岛素抵抗、肥

胖和心血管等疾病密切相关。旨在探寻多囊卵巢综合征与代谢异常的相关关系，为临床诊断和预防

提供参考依据，以改善育龄期女性生活质量。 

方法  收集 PubMed、MEDLINE、EMPASE、CINAHL 以及其他医学文献中发表的相关指南及文

献，抽取 PCOS 患者血样，检测多种炎症因子,监测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血小板聚集、平均血小

板容积和淋巴细胞比例等，找寻 PCOS 与代谢异常的关系。 

结果   1.PCOS 是一种多基因、多因素、全身性、炎症性、内分泌失调的免疫性疾病，其患者体内

可检测到多种炎症因子，例 ICAM-1, TNF-ɑ, MCP-1、IL-6 的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女性；2.与健康女

性相比，PCOS 患者血标本中可监测到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的增多、血小板的聚集，平均血小板容

积和淋巴细胞比例显著的升高，其中，血小板高反应性被认为是其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3.在

PCOS 患者体内，AMH 水平明显升高，其水平高低有助于 PCOS 的诊断；AMH 是一种 TGF-β 系

列中的糖蛋白激素，是由卵泡颗粒细胞分泌的，抑制卵泡生成，导致卵巢停止排卵；4.PCOS 患者

体内雌激素、雄激素水平高，而黄体酮水平低；5.肥胖和其他胰岛素抵抗状态下，由内脏脂肪组织

产生的血清网膜素 1 水平显著降低，即脂肪细胞因子改变了正常代谢状态，与 PCOS 的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 6. PCOS 患者体内由白色脂肪细胞分泌的瘦素水平增高，瘦素在能量平衡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可能与胰岛素抵抗、代谢紊乱、不孕不育，甚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7. 

PCOS 患者 LDL 胆固醇水平升高，HDL 水平胆固醇降低，是 PCOS 发生脂代谢异常的标志。 

结论  炎症是发生 PCOS 的根本原因，与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是导致女性最常见的

生殖障碍之一；口服避孕药、二甲双胍等干预措施可应用于 PCOS 的治疗，为避免异常免疫的激

活和氧化应激，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生活方式的干预应贯穿于治疗的始终。 

 
 

PU-1346 

25 例 5a 还原酶缺乏症患者 

临床特点分析以及不同基因型患者的比较 

 
韩兵,朱惠,程彤,朱文娇,王皓,王楠,乔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5a 还原酶缺乏症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疾病。本研究旨在分析 5a 还原酶缺乏症患者的临床特

点及 SRD5A2 基因突变类型。 

方法  在我院内分泌科诊断的 25 例 5a 还原酶缺乏症患者，收集临床资料。采集促凝血，进行激素

检测。采集抗凝血，提取白细胞中 DNA，扩增 SRD5A2 基因的全部外显子，进行基因突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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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染色体核型均为 46，XY，诊断年龄介于 4 天-34 岁。主要临床表现为小阴茎与尿道下

裂。有两例患者来自近亲婚配家庭。17 例(68%)患者出生后按照女性抚养，其中 16 例患者在青春

期后改变了性别。在这些患者中共发现 18 种突变类型，其中 p.G203S 和 p.Q6X 是最常见的突变

类型。将携带 p.G203S 突变患者 8 例与非携带者 17 例进行比较，两组之间在 LH, FSH, T, DHT 均

无显著性差异。将携带 p.Q6X 携带突变患者 7 例与非携带者 18 例进行比较，两组之间在 LH, FSH, 

T, DHT 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我们总结了 25 例 5a 还原酶缺乏症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 SRD5A2 基因最常见的突变类型。将

携带不同基因型的患者进行比较发现携带常见基因突变的患者在激素水平与其他患者无显著差异。 

 
 

PU-1347 

男性雄激素水平与多种代谢紊乱的关系： 

来自 SPECT-China 的观察性研究 

 
程静,韩兵,李琴,夏芳珍,翟华玲,王宁荐,陆颖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男性总睾酮水平与各种代谢参数之间的关系强度各不一样。然而，迄今

仍没有关于中国人群睾酮水平与各种代谢参数之间关系强度的研究，特别是在那些没有代谢综合征

的人群中。我们的研究旨在分析中国自然男性人群中总睾酮水平与各种代谢参数之间的关系。 

方法  我们的数据来自 2014-2015 年开展的 SPECT-China 研究，该研究选取了中国东部 22 个不同

地点的人群样本，共选取了 4309 个男性人群样本。我们对样本人群的总睾酮水平和包括肥胖指

数、血糖指数、血脂谱等代谢参数进行了检测。对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和代谢综合征

进行了诊断。通过线性回归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睾酮水平与代谢参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随着总睾酮四分位间距的减少，包括 BMI、空腹血糖、甘油三酯、HbA1c 和 HOMA-IR 在内

的大部分代谢参数均明显增高；而在所有的代谢参数中，BMI 和根据 BMI 诊断的肥胖与每标准单

位睾酮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大(BMI ：B -0.32, 95%CI -0.35, -0.29；肥胖：OR 0.40, 95%CI 0.35, 

0.45)，而血压和高血压与之关系最小（高血压：OR 0.90, 95%CI 0.84, 0.98）。在非代谢综合征

的人群样本中，这种关系仍然存在。 

结论  在大部分代谢参数中，肥胖指数与男性总睾酮的关系最大，而高血压与之关系最小。在校正

了体脂水平以及在非代谢综合征人群中，这种关系仍然存在。在糖尿病、血脂异常，特别是肥胖的

男性人群中，不管是否合并代谢综合征，可能都需要筛查是否存在低睾酮情况。 

 
 

PU-1348 

不同年龄段男性血清性激素水平与骨代谢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王娇,赵艳艳,马晓君,刘彦玲,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男性血清性激素水平与骨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随机收集河南省开封市和新乡市 6 个社区的不同年龄段男性 697 例，年龄 19-85 岁。采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雌二醇(E2)和总睾酮(TT)；采用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硫酸脱氢表雄酮 (DHEAS)、雄烯二酮(AD)、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SHBG)；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双氢睾酮(DHT)和游离睾酮(FT)；采用商业试剂盒检测血清血清

骨钙素(OC)、总 I 型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β 胶原特殊序列测定(β-CTX)、25-羟维生素(D325-

(OH) D3)和甲状旁腺素(PTH)。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分析性激素与骨代谢指标相关性。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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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年龄与 LH、FSH、T、SHBG、DHT 呈正相关（r=0.349，P＜0.001；r=0.345，P＜0.001；

r=0.157，P＜0.001；r=0.410，p＜0.001；r=0.093，p＜0.001），与 P、PRL、E2、DHEAS、

AD、FT 呈负相关（r=-0.156，p＜0.001；r=-0.145，p＜0.001；r=-0.093，p=0.015；r=-0.560，p

＜0.001；r=-0.114，p=0.003; r=-0.245，p＜0.001）;与 OC 和 PINP 呈负相关（r=-0.183，P＜

0.001；r=-0.318，P＜0.001；）,与 β-CTX、25(OH)D3 和 PTH 无相关性。β-CTX 仅与 E2、DHT

呈 负 相 关 (r=-0.083 ， p=0.03; r=-0.099 ， p=0.009) ， OC 与 P 、 T 呈 正 相 关 (r=0.089 ，

p=0.02,r=0.105，p=0.006)，PINP 与 FSH 呈负相关(r=-0.085，p=0.027)，与 P、PRL、E2、T、

FT 呈 正 相 关 (r=0.132 ， p=0.001; r=0.104 ， p=0.007; r=0.183 ， p ＜ 0.001; r=0.111 ， p 

=0.004;r=0.147，p＜0.001）。 

结论  不同年龄段男性骨吸收标志物受 E2、DHT 水平的影响，骨形成标志物受 T、FT 、P、

PRL、E2 水平的影响。 

 
 

PU-1349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外周血肿瘤坏死因子和白介素与性激素的关系 

 
张怡,王禹盈,林姿均,徐文迪,李圣贤,刘伟,陶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目的  探究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PCOS）患者外周血肿瘤坏死因子和

白介素与性激素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 150 名 PCOS 患者和 50 名年龄匹配的对照组，对其身体测量学指标、肝肾功

能、糖代谢、脂代谢、性激素、白介素-1（IL-1）、IL-6、IL-10、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

α）进行了检测。 

结果  PCOS 患者外周血 IL-10 水平显著低于非 PCOS 患者。在 PCOS 患者中，伴有高雄激素血症

的患者和不伴有高雄激素血症的患者外周血肿瘤坏死因子和白介素水平无差别。在 PCOS 中，血

清 IL-6 和游离雄激素指数（FAI）、血清泌乳素（PRL）水平正相关，血清 TNF-α、IL-1β 和血清

雄烯二酮水平正相关，血清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水平和血清 IL-10 水平正相关。 

结论  PCOS 患者外周血 IL-10 水平显著低于非 PCOS 患者。PCOS 患者性激素与肿瘤坏死因子和

白介素水平有关。 

 
 

PU-1350 

血清高分子质量脂联素 

与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 

 
白媛媛,宋雅楠,王玉环(通讯作者)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测定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血清高分子质量（HMW）脂联素水平及胰岛素抵抗

指标初步探讨 PCOS 患者 HMW 脂联素与 IR 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105 例 PCOS 患者作为病例组，同期健康体检者 61 例作为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收集

所有研究对象年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计算 BMI、腰臀比（WHR），测定空腹血糖

(FPG)、空腹血清胰岛素、甲状腺功能、性激素系列和血清 HWM 脂联素水平。 

结果  1. PCOS 组 BMI（P=0.002）、腹型肥胖患者所占比例（P＜0.001）、合并原发性甲状腺功

能减退比例（P＜0.00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Anti-TPO）（P=0.024）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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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g）（P=0.018）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COS 组血清 HMW 脂联素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01）。 

2. 无论是 PCOS 组（P=0.002）还是对照组（P＜0.001）内，肥胖者的血清 HMW 脂联素水平均

显著低于非肥胖者；而且 PCOS 组中非肥胖者的血清 HMW 脂联素水平仍显著低于对照组中的肥

胖者（P=0.001）。 

3. 血清 HMW 脂联素水平与 BMI（P＜0.001）、WHR（P＜0.001）、HOMA-IR（P＜0.001）、

总睾酮水平（P＜0.001）、促甲状腺激素（TSH）（P=0.001）、Anti-Tg（P=0.004）、Anti-TPO

（P=0.009）均呈显著负相关。纳入变量 Anti-TPO、Anti-Tg、TSH、总睾酮、HOMA-IR、BMI、

WHR 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终只有 BMI（P＜0.001）、WHR（P=0.015）和

HOMA-IR（P＜0.001）进入了回归方程。 

4. PCOS-IR 组 HMW 脂联素水平显著低于 PCOS-非 IR 组（P＜0.001） 

结论  1. PCOS 患者血清 HMW 脂联素水平与非 PCOS 女性相比显著降低，提示血清 HMW 脂联素

可作为预测、诊断 PCOS 或衡量其治疗效果的临床指标。 

2. 胰岛素抵抗可能是除体脂含量及分布以外影响 PCOS 患者 HMW 脂联素水平的主要因素。 

3. PCOS 患者比正常女性更容易合并原发性甲减及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因此临床上应该对

PCOS 患者常规筛查甲功，从而提高 PCOS 的治疗效果同时避免漏诊甲状腺疾病。 

 
 

PU-1351 

雄激素受体与前 B 细胞白血病同源框蛋白作用 

蛋白 1 体外相互作用的研究 

 
李莹,李程,李玲,刘聪,邱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为了探究雄激素及其受体在男性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本实验在男性外周血单核细胞内初

步筛选出与雄激素受体（AR）相互作用的蛋白，得到前 B 细胞白血病同源框蛋白作用蛋白

1(PBXIP1)，但为避免有假阳性结果的可能，本研究运用 pull down 技术进一步明确二者在体外是

否存在相互作用。进而探讨 AR 与 PBXIP1 相互作用的信号传导通路，为动脉粥样硬化致病机制及

治疗方向提供新靶点。 

方法  研究者采用基因克隆的技术,将男性单核细胞 cDNA 文库质粒作为模板，设计特异性引物，通

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出目的片段 PBXIP1，并克隆到利用 Eco R I 和 Bam H I 两种限制

性内切酶双酶切后的含有 GST 标签的 pGEX4T2 载体上，构建重组质粒 GST- PBXIP1，进行测序

并分析。利用诱导剂 IPTG 诱导大肠杆菌表达 GST 标签蛋白和含有 GST 标签的蛋白 PBXIP1，经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蛋白，考马斯亮蓝染胶，脱色观察蛋白表达情况。利用 pull down 技术，

将 c-myc-AR 重组质粒进行体外转录翻译,作为捕获蛋白；提取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的 GST 标签蛋白

和 PBXIP1 蛋白，作为诱饵蛋白,分别将其固相化到 MagneGSTTM  Particles 上，将 c-myc-AR 蛋白

分别与 GST 标签蛋白和 PBXIP1 蛋白共同孵育，洗脱，纯化，利用 Western blot 技术分析相互作

用的蛋白复合物，化学发光法鉴定结果并分析。 

结果  可见 AR 编码蛋白大小约在 37KD 左右；GST-PBXIP1 融合蛋白大小约在 52KD 左右，空白

对照 GST 标签蛋白大小约在 26KD 左右，两种蛋白共同孵育洗脱后用不同抗体检测可见 GST-

PBXIP1 融合蛋白在体外可以特异性的将 c-myc-AR 蛋白 pull down 下来，空白对照 GST 标签蛋白

则不能将 c-myc-AR 蛋白 pull down 下来。 

结论  通过 pull down 技术进一步证实 AR 编码蛋白与 PBXIP1 在体外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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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2 

Turner 综合征血清脂联素、chemerin、vaspin 水平 

与体块指数、糖脂代谢相关性探讨 

 
张莹,陈瑞敏,林祥泉,袁欣,杨晓红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目的  Turner 综合征（TS）易出现糖脂等内分泌代谢异常，引发心血管疾病风险。脂联素、

chemerin、vaspin 等脂肪因子影响糖脂代谢及能量平衡，对心血管系统起着重要的调节功能。本

研究探讨儿童 TS 患者脂肪因子脂联素、chemerin、vaspin 水平及与体块指数、糖脂代谢的相关

性。 

方法  经染色体核型确诊 TS 患者 64 例，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及血压，检测空腹血糖、胰

岛素（INS）、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甘油三酯（TG），检测脂肪因子：脂

联素、chemerin、vaspin；计算体块指数（BMI）、BMI SDS、腰臀比、腰围身高比、胰岛素抵抗

指数(HOMA-IR)。对照组为年龄及 BMI 相匹配的体检女童 61 名。比较 TS 组和对照组的人体测量

学指标、糖代谢、脂代谢和脂肪因子；分别对 TS 和对照组的脂肪因子和其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

析；将 TS 组分为出现自发性青春启动或雌激素替代治疗的已发育组 22 人和未发育组 42 人，比较

两组间脂肪因子的水平。 

结果   64 例 TS 患儿年龄为（12.22±3.98）岁，BMI 为（18.90±3.45）kg/m2，BMI SDS 为

（0.39±1.29）。对照组与 TS 组的年龄和 BMI、BMI SDS 相匹配。两组腰臀比分别为

（0.85±0.07）及（0.79±0.08）（P<0.001），腰围身高比分别为（0.47±0.05）及（0.43±0.04）

（P<0.001）。TS 组和对照组血糖、INS、HOMA-IR、血脂、血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S 组脂

联素、chemerin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ng/ml，而 vaspin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TS 组中，脂联素水

平与年龄、BMI、TG 呈负相关。对照组中，脂联素与 BMI 及 BMI SDS 成负相关，vaspin 与年

龄、INS、HOMA-IR 成正相关。TS 患儿的未发育组和已发育组中，脂联素分别为（13.88±4.49）

μg/ml 和（9.72±3.39）μ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已发育 TS 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Chemerin 及 vaspin 在已发育组和未发育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TS 患者具有较高的腰臀比和腰围身高比。TS 患儿脂联素和 chemerin 水平增高，而 vaspin

水平明显降低，但 TS 患儿出现青春发育或雌激素替代治疗后脂联素水平与一般人群无差异。 

 
 

PU-1353 

AR 基因突变致完全型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2 例报道并文献分析 

 
刘艳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2 例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患者及其家系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和

诊断水平 

方法  收集 2 例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从患者及其家系成员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抽

提基因组 DNA，应用 Agilent 外显子捕获和高通量测序对相关基因进行分析，并 Sanger 测序进行

验证，明确患者及其父母基因有无突变 

结果  两例患者均表现为女性外观，青春期乳房发育差，外阴幼女型，阴毛和腋毛缺如或稀少，有

阴道盲端，原发性闭经，性腺为睾丸，染色体核型 46，XY，初诊为 46，XY DSD，基因检测证实

患者 1 雄激素受体基因第 7 号外显子存在 c.2504A>G（p.Tyr835Cys）纯合突变。患者 2 第 5 号外

显子 c.2174G>C（p.Gly725Ala），故最终诊断为完全性雄激素抵抗综合征。 

结论  该 2 例雄激素受体完全不敏感综合征系分别由雄激素受体基因 Tyr835Cys 及 Gly725Ala 所

致，两种突变均为国内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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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4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清 PTX3、vaspin 水平的观察研究 

 
廖鑫,张开羽,高琳,张晗,张琳,邓凡曲,李思成,张凌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血清正五聚蛋白 3（PTX3）和内脏脂肪特异性丝氨酸蛋白

酶抑制剂（vaspin）水平，探讨其与 PCOS 不同表型的相关性。 

方法  入选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生殖中心新诊断 PCOS 患者 75 例，另外选择健康对照

者 70 名。根据体重指数分为非肥胖 PCOS 组(BMI＜23 kg/m2，n=33)、超重/肥胖 PCOS 组

(BMI≥23kg/m2，n=42 例 )、非肥胖对照组 (BMI＜23 kg/m2，n=34)、超重 /肥胖对照组 (≥23 

kg/m2,n=36)。检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胰岛素（FINS）、雌二醇、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卵泡刺激

素(FSH)、黄体生成素（LH）、孕酮、催乳素(PRL)、总睾酮等指标。ELISA 测定血清 PTX3、

vaspin 水平。采用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评价算胰岛素抵抗程度，并与 PTX3、

vaspin 行相关性分析。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法(方差齐)和

Dunnett’s T3 法（方差不齐），相关性分析选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与非肥胖对照组相比，非肥胖 PCOS 组血清 PTX3 水平下降，vaspin 水平升高（P＜

0.05）；超重/肥胖 PCOS 组血清 vaspin 水平升高（P＜0.05）。与非肥胖 PCOS 组相比，超重/肥

胖对照组血清 vaspin 水平升高（P＜0.05）。与超重/肥胖对照组比较，超重/肥胖 PCOS 组患者血

清 PTX3 水平下降（P＜0.01），vaspin 水平升高（P＜0.05）。血清 PTX3 与空腹血糖、甘油三

酯、FINS、HOMA-IR、DHEAS、总胆固醇呈显著负相关(r=-0.172、-0.190、-0.294、-0.274、-

0.236、-0.243，P 均<0.05),与年龄呈正相关（r=0.240，P=0.006）。vaspin 与体重指数、HOMA-

IR、总胆固醇（r=0.331、0.418、0.172，P 均＜0.05）呈正相关。 

结论  PCOS 患者血清 PTX3 水平降低、vaspin 水平升高，其水平变化可能与 PCOS 患者体内高雄

激素血症及胰岛素抵抗有关。 

 
 

PU-1355 

不同性发育阶段高脂喂养对小鼠睾丸功能的影响 

 
张梅洁,孙明琪,罗丹丹,苏晓慧,陈淑红,于春晓,管庆波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肥胖是世界性的公共健康问题，肥胖的成年男性存在睾丸功能下降已是共识，而肥胖对于性

成熟前的睾丸功能的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高脂喂养性成熟前后两个阶段的小鼠来探究高脂饮

食对不同性腺发育阶段睾丸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4 周龄 C57BL/6 雄性幼鼠平均分为高脂肪饮食组和普通饮食组进行喂养。在小鼠 8 周龄时

将普通饮食组小鼠分为继续普通饮食组（NN）和高脂饮食组（NH）、高脂肪饮食组小鼠分为继续

高脂肪饮食组(HH)和普通饮食组(NH)进行喂养。在 8 周龄及 16 周龄时将上述雄性小鼠分别与 8 周

龄 C57BL/6 雌性小鼠合笼，观察雌性小鼠怀孕数、子代数量及体重情况以评估雄性小鼠生育能

力。并分别于 8 周龄及 16 周龄时评价小鼠睾丸相关功能，如精子计数、顶体结构、血清睾酮、睾

丸结构等。 

结果   1.高脂饮食组与普通饮食组的小鼠相比，体重明显上升，血脂升高，睾丸内脂质累计增加，

附睾脂肪增加，睾丸细胞凋亡增加，精子数量下降，精子顶体反应破坏增加，血清睾酮无明显变

化，生殖能力下降，表现为雌鼠怀孕率降低，子代平均体重降低。 

2.于小鼠 16 周龄将高脂喂养的 HH 组、NH 组与 NN 组的小鼠进行比较，HH、NH 组小鼠体重上

升，精子数量下降，顶体反应破坏增加，生精小管结构破坏增加、生精小管生殖细胞层减少，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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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增加，生殖能力下降，表现为雌鼠怀孕率降低(NN 组 100% VS NH 组 33.3%，NN 组

100% VS NH 组 42%，子代平均体重降低（NN 组 11.1±1.65 VS NH 组 7.00±1.08,NN 组

11.1±1.65 VS HH 组 6.50±2.04）。其中 HH 组和 NH 组各项结果无明显差异。小鼠性成熟后撤

脂，HN 组小鼠与 NN 组小鼠相比，睾丸功能和生殖能力恢复。 

结论  性成熟后高脂喂养小鼠以及持续高脂喂养小鼠的睾丸功能均较普通饮食组小鼠下降，但在恢

复正常饮食后睾丸功能恢复。 

 
 

PU-1356 

CPP is a prelude of hypogonadism---from a case of 
Klinefelter syndrome with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to 

review the similar diseases in the literature. 
 

李乐乐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We report a rare case of KFS with CPP and review the literatures trying to fi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方法  We report a rare case of KFS with CPP and review the literatures trying to fi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结果   This rare condition of hypogonadism combined with CPP is not a unique thing in KFS, the 

similar condition has been reported in other diseases such as Turner Syndrome, Adrenal 
Hypogonadism Congenita, and so on. They have the same features including partial 
hypogonadism and normal HPG axis. The 8.45 years old boy patient was taken to my hospital 
because of enlargement of penis with small testes then we evaluated him and showed he had 
normal LH/FSH, high testosterone and with kayotype of 48,XXYY, then he was treated 
with triptorelin. A year later, his testosterone decreased and stopped his progress of 
puberty. CPP is a prelude of hypogonadism, GnRHa treatment may protect his gonad function 
from failure. 

结论  CPP is a prelude of hypogonadism 

 
 

PU-1357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尿酸与代谢指标及性激素关系的临床研究 

 
乔程程,沈山梅,刘佳怡,邵飞,李忆昆,杨佳苗,迮雨阳,毕艳,朱大龙,王静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究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血清尿酸（SUA）水平与各代谢指标及性激素之间的关

系，为 PCOS 患者代谢异常以及不孕的改善提供综合管理新思路。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就诊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 277 例 PCOS 患者作

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时期就诊的年龄、BMI 匹配的 83 例正常育龄期女性作为正常对照组（NC）。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PCOS 患者和正常育龄期女性的代谢指标及性激素水平间的差异。再根

据 PCOS 患者血清尿酸水平三分位间距分组，分为低水平组（L-UA）93 例，中水平组（M-UA）

92 例，高水平组（H-UA）92 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尿酸水平组间一般情况、血脂、糖

代谢、性激素等多项代谢指标的差异，并进行相关性分析，观察 PCOS 患者血尿酸水平与代谢指

标及性激素水平间的相关性。 

结果  1、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后，结果显示 PCOS 患者 UA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女性（P<0.05）。

2、根据 UA 水平，将 PCOS 患者三分位间距分为三组如下：L-UA 组（UA≤338umol/l）；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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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339umol/l≤UA≤ 414 umol/ l）; H-UA (UA≥415)。随着 UA 水平的增高，FBG、HbA1c 均有上

升趋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 P=0.001）。进行组间两两比较后，可见，PCOS 患者

H-UA 组的 FIns、0.5hIns、1hIns、2hIns 水平明显高于 L-UA 组（P<0.05），HDL-C 水平则低于

L-UA 组(P<0.05)；另外，M-UA 组 0.5hIns 明显高于 L-UA 组(P<0.05)。 

性激素中 T、DHEAS 水平随着 UA 水平的升高呈上升趋势（P= 0.035; P=0.009）。进行组间两两

比较，结果可见 H-UA 组和 M-UA 组的 DHEAS 水平均大于 L-UA 组（P<0.05），SHBG 水平则呈

下降趋势，H-UA 组的 SHBG 水平既明显低于 L-UA 组，又明显低于 M-UA 组(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3、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可见 FIns、0.5hIns、1hIns、2hIns、T、DHEAS 与 UA

水平呈正相关，HDL-C、SHBG 水平与 UA 呈负相关。 

结论  PCOS 患者的 UA 水平高于年龄、BMI 匹配的正常育龄期女性，随着 UA 水平的升高，PCOS

患者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的风险增加，且 PCOS 妇女雄激素水平的改变与 UA 水平升高有密切联系，

因而，降低 UA 水平能否改善 PCOS 妇女代谢紊乱及不孕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359 

一例非经典型 21-羟化酶缺陷症( 21-OHD) 的 

诊治体会及家系调查 
 

赵红莉 1,翁育 1,陈昕 1,2 

1.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女性非经典型 21-羟化酶缺陷症( 21-OHD) 的诊断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就诊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 1 例女性非经典型 21-OHD 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检测结

果。 

结果  患者杨某某，女性，26 岁，因“月经紊乱 16 年”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就诊于我科。患者 10 岁

月经初潮，平素月经周期约为 20 天，每次持续 5-7 天。因不孕就诊于我院。入院查体：血压

123/79mmHg，身高 162cm，体重 70kg，BMI:26.67 Kg/m2。少量颜面部痤疮，无背部痤疮，无

声音低沉。脐下方、外阴、双下肢多毛。阴蒂肥大。甲状腺 II 度肿大，质软，未扪及结节。有一

兄，平素体健。母亲患“Graves 病、Graves 眼病”，父亲已故（死因不详）。同年 5 月患者在外院

查性激素：雌烯二酮 6.83ng/ml，17-羟基孕酮 6.73ng/ml。入院后检查结果提示: 血清电解质水平

正常。FSH 6.67 IU/L，LH 13.00 IU/LE2 68.67 ng/L ，P 1.15ug /L，T 140.67ng /dl，PRL 21.47 

ng/ml。17-OHP5.80ng/ml、FT 6.15 pg/ml，AD 8.85 ng/ml，DHS 454.90μmol /L。 甲功：FT3 

6.05pmol/L、FT4 16.96pmol/L 、TSH 1.86uIU/ml、TGAb 21.95U/ml、TPOAb 14.24U/ml、TRAb 

0.30IU/L 。血皮质醇及 ACTH ：皮质醇（ 8AM 、 12PM ） 208.9 nmol/L 、 18.0 nmol/L 。

ACTH(（8AM、12PM）) 5.58 pg/ml 、 0.58 pg/ml。子宫、附件彩超（阴道）：双侧卵巢多囊样

改变。肾上腺 MRI：双侧肾上腺未见异常。CYP21A2 基因测序：检测到基因突变，c．535G＞

A，P.(Gly179Arg),纯合突变,致病突变。该突变为错义突变，且该突变会降低酶活性。同时对其母

亲、兄长进行 CYP21A2 基因全长测序（父亲已故） :患者母亲结果为 c． 535G＞A，

p.(Gly179Arg),杂合突变；患者兄长结果为 c．535G＞A，p.(Gly179Arg),纯合突变。诊断为“非典

型 21-OHD 缺乏症”。通过地塞米松治疗后成功妊娠并分娩一男婴。 

结论  女性非经典型 21-OHD 临床表型非特异性，易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混淆，故对高度可

疑的患者应进行基因检测，以便早期诊断并给予恰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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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0 

分泌 AFP 的卵巢 Sertoli-Leydig 细胞瘤： 

临床特点、生化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总结 

 
张莹,吴文迅,乔田莉,刘胜昔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 1 例 25 岁女性卵巢 Sertoli-Leydig 细胞瘤患者的临床特点、生化检查、肿瘤组织的免疫组

织化学结果、治疗及随访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高对此疾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治疗及随访情况。 

结果  (1)患者雄激素增多，引起男性化表现，曾诊断“多囊卵巢综合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

症”，予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达英-35）、地塞米松片治疗数月，睾酮水平未降至正常。入院前 6 月

外院查 AFP 高，彩超提示“左侧附件囊性回声，右侧卵巢体积增大”，行“腹腔镜下左侧卵巢囊肿剥

除术”，术后病理提示囊性成熟性畸胎瘤。术后男性化表现未缓解，复查血 AFP、睾酮、17 羟孕酮

仍高于正常。(2)生化检查：促卵泡刺激素 0.29 mIU/ml；促黄体生成素 2.96 mIU/ml；雌二醇

67.00 pg/ml；孕酮 1.17 ng/ml；泌乳素 21.73 ng/ml；睾酮 5.32 ng/ml（N 0.11-0.57）；雄烯二酮 

7.10 ng/ml（N 0.3-3.3）；硫酸脱氢表雄酮 257 μg/dl（35-430）；17α 羟孕酮 4.55 ng/ml（N 

0.61-3.34）；甲胎蛋白 16.399 ng/ml（N 0 -10）；(3)影像学检查：右侧附件区可见 49mm×30mm

囊实性包块；(4)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结果：Inhibi-a（+），CR（+），Ki-67（15%+），符合

Sertoli-Leydig 细胞瘤，中分化。 

结论  卵巢 Sertoli-Leydig 细胞瘤可分泌性激素合成过程的中间产物，如 17 羟孕酮（17-OHP），

故 17-OHP 升高并非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特异性改变。极少数情况下该肿瘤可以分泌产生甲

胎蛋白（AFP），易误诊为其他卵巢肿瘤。此病例拓宽了我们对此疾病的整体认识。 

 
 

PU-1361 

探讨特发性低促性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分子遗传学 

 
廖明钰,郑宏庭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IHH）是最常见的生殖内分泌疾病之一，包括伴嗅

觉障碍的 Kallmann 综合征（KS）及嗅觉正常的 IHH（nIHH）。目前认为 IHH 发病机制与基因突

变相关，比如调节 GnRH 神经元迁移及分泌的 KAL1 等；影响垂体促性腺细胞发育的 GNRHR

等。该研究旨在探讨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IHH）发病相关的致病基因。 

方法  对 50 例 SEMA3A 或 SEMA7A 突变 IHH 患者（34 例 KS，16 例 nIHH）进行 Sanger 测序，

其中 20 例患者中存在的基因突变在已知的 IHH 相关基因中被发现。 

结果  SEMA3A 和 FGFR1 同时突变有可能修改 KS 表型；SEMA7A 错义突变可合并 KAL1 突变亦

可导致 KS 发生。另一项家系研究揭示，IL17RD 合并其它基因突变可能是 IHH 发生的分子遗传学

机制之一：在 8 个受试家系中 2 个家系均存在 IL17RD 和 KISS1R 杂合突变，其临床表现为伴听力

障碍的 KS，1 个 IL17RD 和 FGFR1 突变的家系则仅表现为单纯的 KS。 

结论  研究证实 IHH 是一种多基因疾病，尤其是 KS。尽管不断有研究报道新的 IHH 致病基因，但

迄今为止仍有 60%以上 IHH 患者发病不能用已知基因突变来解释，故进一步探索 IHH 相关未知基

因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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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2 

探讨特发性低促性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遗传学 

 
廖明钰,郑宏庭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IHH）是最常见的生殖内分泌疾病之一，包括伴嗅

觉障碍的 Kallmann 综合征（KS）及嗅觉正常的 IHH（nIHH）。目前认为 IHH 发病机制与基因突

变相关，比如调节 GnRH 神经元迁移及分泌的 KAL1 等；影响垂体促性腺细胞发育的 GNRHR

等。该研究旨在探讨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IHH）发病相关的致病基因 

方法  对 50 例 SEMA3A 或 SEMA7A 突变 IHH 患者（34 例 KS，16 例 nIHH）进行 Sanger 测序，

其中 20 例患者中，存在的基因突变已在已知的 IHH 相关基因中发现。 

结果  SEMA3A 和 FGFR1 同时突变有可能修改 KS 表型；SEMA7A 错义突变可合并 KAL1 突变亦

可导致 KS 发生。另一项家系研究揭示，IL17RD 合并其它基因突变可能是 IHH 发生的分子遗传学

机制之一：在 8 个受试家系中 2 个家系均存在 IL17RD 和 KISS1R 杂合突变，其临床表现为伴听力

障碍的 KS，1 个 IL17RD 和 FGFR1 突变的家系则仅表现为单纯的 KS。 

结论  研究证实 IHH 是一种多基因疾病，尤其是 KS。尽管不断有研究报道新的 IHH 致病基因，但

迄今为止仍有 60%以上 IHH 患者发病不能用已知基因突变来解释，故进一步探索 IHH 相关未知基

因有重要意义。 

 
 

PU-1365 

一例以性腺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型小眼畸形的病因分析 

 
覃艳,王涛,翟倩倩,朱云峰,曹萌,李燕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明确一例伴有视神经发育异常的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

减退症患者的病因。 

方法  患者入院后例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结合患者病情完善三大常规、血生化、激素水平检

测、心电图、超声（肝胆胰脾双肾、睾丸）、X 线（骨龄、右膝关节、胸部）、垂体磁共振、染色

体核型分析及眼科专科检查等。进一步行家系调查并采集患者及其家系成员共 4 份全血 DNA 样

本，送检性腺疾病相关致病基因。 

结果  患者临床表现符合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伴视神经发育异常（左侧萎缩 右

侧缺如）；其兄临床表现为性幼稚及双眼先天性失明；其父母性腺及眼部功能和结构均正常。基因

检测发现患者及其兄携带一个既往未报道的杂合突变，突变位置位于 chr3:181430207-

181430226 ， 核 苷 酸 序 列 为 c.59 （ 外 显 子 1 ） -c.78 （ 外 显 子 1 ）

delGCGGCGGCGGCAACTCCACC。其父母均为野生型。 

结论  患者及其兄均携带 SOX2 基因移码突变，最终确诊为综合征型小眼畸形 3 型，又称为 SOX2

基 因 缺 陷 相 关 眼 病 。 新 报 道 一 例 携 带 SOX2 基 因 突 变 （ c.59-

c.78delGCGGCGGCGGCAACTCCACC）致综合征型小眼畸形 3 型的患者，本例患者眼部外观无

异常，临床表现以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为特征并伴有视神经发育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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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6 

男性先天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糖脂代谢紊乱分析 

 
王曦,茅江峰,聂敏,伍学焱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先天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CHH）是一类由于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不足或抵抗的先天性疾病，核心临床表现为青春不发育和不育，部分还可合并嗅觉异常

（即 Kallmann 综合征），男性多于女性。各种原因导致的雄激素缺乏与代谢综合征存在着明确的

相关性，亦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与雄激素缺乏导致的内脏脂肪增加以及相关的胰岛

素抵抗、炎症状态有关。而且雄激素缺乏与男性寿命缩短也存在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纳入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男性 CHH 患者共 175 例，统计其基线状态下的

体重指数、空腹血糖、血脂、胰岛素情况，评估其糖脂代谢紊乱的发生率。 

结果  患者年龄 22.6±5.1 岁(成年 143 例，未成年 32 例)。成年 CHH 患者体重指数（BMI）为

23.6±5.0 kg/m2，肥胖占 22.5%，超重占 16.3%；未成年 CHH 患者 BMI 22.5±5.0 kg/m2，肥胖占

15.0%，超重占 15.0%。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者 7 例（4.0%），空腹血糖受损者 13 例（8.6%），

这些患者的 HOMA-IR 为 9.55±8.1，其中已经接受降糖药物治疗者仅有 2 例。血糖正常 CHH 患者

的 HOMA-IR 为 4.01±2.57。甘油三酯血升高者占 16.9%，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者占 17.9%，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者占 13.0%，所有患者均未接受调脂药物治疗。 

结论  男性 CHH 患者中超重、肥胖、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的发生率均高于同性别同年龄人群，提

示性腺轴功能异常确实与糖脂代谢紊乱发生存在相关性，且知晓率和治疗率低。也警示临床医师，

在遇到青春不发育的男性患者时，除了给予性腺轴相关治疗外，有必要评估其糖脂代谢情况，并进

行生活方式指导和必要的药物干预。 

 
 

PU-1367 

成人发生的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 

性腺功能减退症：临床特点分析 

 
茅江峰,伍学焱,王曦,聂敏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增加对成人发生的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Adult-onset Idiopathic 

Hypogonadotropic Hypogonadism, AIHH）诊断和治疗的认识。 

方法  对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门诊诊治的 6 例 AIHH 患者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1）6 例患者为 26 岁（20-35）男性，以“性欲下降、勃起障碍和乳房发育”为主要临床表

现。患者均经历完整的青春发育。（2）查体示睾丸体积 15ml（12-20ml），第二性征完全发育。

（3）基础状态 LH 0.1（0.1-0.8）IU/L，FSH 0.4（0.1-0.9）IU/L, 睾酮 18（3-26）ng/dl。垂体

MR 和其他垂体前叶激素均正常。（4）治疗和随访：有 3 例患者接受睾酮替代治疗，性欲和性生

活恢复正常。有 2 例患者在 HCG/HMG 治疗 4-6 个月后产生大量精子。有 1 例患者（P4）在随访

6 个月后，性腺轴功能恢复正常。 

结论  AIHH 发生率很低，病因不明。和先天性 IHH 相比，AIHH 患者的生精治疗效果更好。极少患

者性腺轴功能有发生逆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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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8 

Application Value of EZSCAN for Screening Kidney 
Diseas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nming Shi1,Yongzhen Li2,Jie Zhang2 

1.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32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Changzhou No.2 People’s Hospital ， Changzhou China 

213003 

 
Objective  A simple non-invasive device based on iontophoresis technology(EZSCAN) has 
recently been developed as a fast method for screening impaired glucose metabolism and 
diabetes.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linical value of EZSCAN in detecting kidne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in China.This paper was aim to  find out the 
performance of EZSCAN (Impeto Medical, Paris, France) in screening diabetic kidney dysfunc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A total number of 198 inpatients (117 males,81 female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ere recruited in Changzhou No.2 People’s Hospital  between October 2015 
and July 2016. Among the 198 T2DM subjects, 90 patients (45.5%) with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urinary albumin-creatinine ratio(UACR)≥25mg/mmol an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 
<60ml/min/1.73m2) and 108 (55.5%) without DKD (UACR<2.5mg/mmol in males or 
UACR<3.5mg/mmol in females and GFR>90ml/min/1.73m2) were included.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gender, body mass index(BMI), diabetic durtaion and smoking status; 
metabolic-related indexes such as fasting blood glucose(FBG), 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 
lipid profile as well as renal-related biomakers (including blood urea nitrogen(BUN), creatinine(Cr), 
UACR and GFR) were tested and recorded at the same time.EZSCAN was tested and evaluated 
with electrochemical skin conductance(ESC) at hands and feet, and EZSCAN-risk scores (0-100) 
for kidney dysfucntion in all subjects.We use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chemical skin conductance with the value of GFR and UAC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ZSCAN was assess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to 
determine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patients enrolled had an average age of 55.7 years (standard 
deviation ,SD=11.9) and 7.6 years (SD=5.3) of diabetic duration. The patients with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shown significantly lower EZSCAN-risk score and longer diabetic duration than non-DKD 
patients(P<0.01).EZSCAN-risk score for renal fun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natural 
log values of GFR(r=0.77, P<0.001) and ACR(r=-0.68, P<0.001).It was found that EZSCAN had a 
sensitivity of 59.7% and a specificity of 91.4% at a cut-off point EZSCAN-DKD score of 58.2.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was 0.7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0.66-0.91). 
Conclusions EZSCAN might be useful in screening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T2DM patients with 
reasonabl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This technology may be a complementary tool to GFR in 
T2DM patients with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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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9 

Association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with urine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Xin Zhao1,Xiaomei Zhang1,Ning Yuan1,Xiaofeng Yu1,Linong Ji2 

1.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 
2.People's hospital of Peking University 

 
Objective Identify correlation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and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with 
the urine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ACR)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97 cases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urine ACR. Patients’ data were then analyzed to identify any 
associations of general conditions, blood glucose level, lipid levels, and uric acid level with BMD 
and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Results For the total study population, BMD at every location teste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rine ACR (femoral neck, r=-0.206, p<0.05; trochanter, r=-0.204, p<0.05; inside hip, r=-
0.343, p<0.05; Ward’s triangle, r=-0.108, p=0.048; total hip, r=-0.202, p=0.001; lumbar vertebrae, 
r=-0.177, p=0.003). Osteocalcin (r=0.501, p<0.05), beta- C-terminal telopeptide (β-CTX, r=0.135, 
p=0.05), and procollagen I intact N-terminal (PINP, r=0.488, p<0.05)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rine ACR. Finally,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urine ACR 
(r=0.489, p<0.0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adjustment for age, body mass index, 
duration of diseas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lipid levels, blood glucose, serum 
creatinine, and other indicators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urine ACR and BMD 
measurements or β-CTx (p>0.05). However,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remained between the urine 
ACR and osteocalcin, PINP, and 25(OH)D (p<0.05). For postmenopausal women specifically, the 
urine ACR did not correlate with BMD (p>0.05); however,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ACR and osteocalcin, β-CTx, PINP, and 25(OH)D (p<0.05). 
Conclusio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iabetes nephropathy, changes in BMD may occur that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bone transformation, and bone turnover may be influenced earlier than 
bone structure.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monitor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PU-1370 

Effect of exercise on obesity adults following bariatric 
surgery: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Ziqi Ren1,Guangdong Lu2,Tianzi Zhang1,Qin Xu1 

1.School of Nursing，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patients do not experience satisfactory weight loss or 
metabolic improvements, despite successful bariatric surgery. Systematic reviews based on 
observational studies have described a positive relation of exercise and weight loss before. 
However, sever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eached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and no meta-
analysis of RCTs directly verifying the effect of exercise in patients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is 
available. We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existing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directly verifying 
the effect of exercise in patients following bariatric surgery. Our study aimed at determining 
whether engaging in exercise after surgery can provide additional improvement in health 
outcomes. We hope to find suitable exercise prescriptions that can optimize post-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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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thus to provide specific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managemen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bariatric surgery.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l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 multi-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OVID and CINAHL from inception to 
October, 2017. Two independent researchers extracted the data. We took weight loss and 
physical function as the primary outcomes. 
Results Six trials involving 27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our meta-analysis. Compared with 
those having no special exercise therapy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the exercise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body weight (mean difference (MD) = -2.02, 95% CI: -3.75 to -0.28), waist 
circumference (MD= -5.25, 95% CI: -10.48 to -0.03)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D = -5.25, 
95% CI: -10.48 to -0.03),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6-minute 
walk distance (MD=29.67, 95% CI: 25.97 to 33.37).Subgroup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arting time 
of exercise training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ho performed exercise at earlier period 
after surgery (MD = -1.80, 95% CI: -4.49 to 0.89), patients engaging in exercise one year or more 
after surgery achieved greater weight loss (MD = -3.63, 95% CI: -5.35 to 1.91).  Moreover, in a 
subgroup analysis based on different exercise prescriptions, aerobic-resistance exercise group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weight loss after surgery (MD= -3.92, 95% CI: -5.43 
to -3.21), where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simple aerobic exercise group according 
to weight loss (MD = -0.24, 95% CI: -1.56 to 1.09). 
Conclusions Engaging in exercise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is feasible and clearly elicits some 
beneficial health effects beyond what surgery alone can do, which should be stressed in 
preoperative counseling and in long-term follow-up. Future trials with at least two years’ post-
operative follow-up are required to further find which kind of exercise planning leads to the best 
clinical outcomes and whether a comprehensive post-surgical program can provide additional 
improvement in clinical outcomes.  
 
 
 

PU-1371 

IgG4-Related Lymphocytic Hypophysit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s 

 
Yuanyuan Zheng,Gang Chen,Junping Wen,Wei Lin,Huibin Huang,Jixing Liang,Liantao Li,Lixiang Lin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IgG4-related disease is an autoimmune disease marked by serum IgG4 level and 
tissue infiltration by IgG4-positive plasma cells. IgG4-related lymphocytic hypophysitis is relatively 
rare, and there is not a certain diagnostic criterion. We describe a Chinese patient diagnosed with 
the IgG4-related lymphocytic hypophysitis, with literature review to improve the diagnosability and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ethods A 26-year-old man with biochemical confirmation of IgG4-related disease exhibited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features of persistent hypopituitarism.  
Results The patient was managed effectively with oral methylprednisolone and testosterone. 
During a routine clinic assessment of 3 months, he reported symptoms relief. 
Conclusions IgG4-related lymphocytic hypophysitis is rare, but clinicians need to be alert to its 
possibility and aggressively seek out th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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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2 

Association between lifestyle and thyroid dysfunction: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 study in the She ethnic 

minority group of Fujian Province in China 

 
Yanling Huang1,3,Gang Chen1,2,Liangchun Cai1,2,Yuanyuan Zheng1,2,Huibin Huang1,2,Jixing Liang1,2,Liantao 

Li1,2,Junping Wen1,2,Lixiang Lin1,2 
1.Shengli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3.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yroid dysfunction is one of the prevalent endocrine disor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style and thyroid dysfunction was not clear. We carried out this study to assess some 
of the lifestyl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yroid dysfunction. 
Methods We conducted this population-based study using individual data from the epidemic 
survey of the diabetes in in the She ethnic minority group of Fujian Province in China. Data on 
5154 She ethnic minority people who had entered into the epidemic survey of diabetes 
between July 2007 to September 2009 were used.  
life styl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using a standard questionnaire.  Body mass index (BMI), 
Blood pressure and serum TSH, TPOAb, triglycerides (TG),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 were collected.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people who drank, had higher education or suffered from 
insomnia have lower incidence of hyperthyroidism (P<0.05).  On the other hand, smoking, alcohol 
consumption, exercise, undergoing weight watch and chronic headache were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incidence of hypothyroidism (P<0.05).  Using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ound that alcohol consump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probability of hyperthyroidism, 
hypothyroidism, as well as positive TPOAb. The amount of cigarettes smoked daily display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yperthyroidism among smokers.  Accordingly, smoking seem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risk for hypothyroidism and positive TPOAb.  Exercise and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 might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on thyroid health. Interestingly, daily 
staple amount showed an inverse correlation with incidence of positive TPOAb. 
Conclusions Within the Chinese She ethnic minority, we found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lifestyle factors and the incidence of different thyroid diseases.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se 
associations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PU-1373 

A Diabetic Patient of Paralysis Caused By Herpes Zoster 

 
Xiaoyan Lin,Gang Chen,Junping Wen,Wei Lin,Lixiang Lin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a case in which the patient suffered paralysis as 
a result of herpes zoster infection and review some associated literature. 
Methods A 88-year-old Chinese gentleman with a background of poor controlled diabetes 
mellitus, who presented with sudden right upper limb weakness, was finally diagnosed with 
herpes zoster.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f the skull didn’t reveale any findings of acute 
disease. The patient underwent a therapy of antivirus drugs and neuro nutrition drugs. After 1 
month, the weakness of his right arm was improved. 
Results A 88-year-old Chinese gentleman with a background of poor controlled diabetes mellitus, 
who presented with sudden right upper limb weakness, was finally diagnosed with herpes zoster.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f the skull didn’t reveale any findings of acute disease. Th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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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went a therapy of antivirus drugs and neuro nutrition drugs. After 1 month, the weakness of 
his right arm was improved. 
Conclusions We present a case of an 88-year-old Chinese gentleman with a background of poor 
controlled diabetes mellitus, who presented with a rare complication of HZ------paralysis. It is a 
rare and more serious manifestation of HZ infection. While, further more case is need to collect 
so as to identify the pathophysiology of HZ-induced paralysis. 
 
 

PU-1374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nd 
peak-stimulated growth hormone level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and 
idiopathic short statur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aolan Ji,Panpan Wang,Yuntian Chu,Qian Shao,Mei Zhang,Bo Ban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2029， 

China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levation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which is a common and serious disease that affects the health of 
subjects. Numer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GH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NAFLD. However, these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GH on liver in adults. Short stature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one of the common etiologies is involved in 
GHD. Our aim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T and GH peak level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GHD and idiopathic short stature (IS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300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GHD and ISS. The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fasting glucose, fasting lipid profile, and liver 
enzymes were measured. GH peak levels were assessed after provocation tests with L-dopa and 
insul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LT and GH peak level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serum ALT was higher in GHD group than that in ISS group. Additionally, subgroup 
analysis in GHD patients found that the ALT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low GH status. 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GH peak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LT 
only in GHD patients. Furthermore, a 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H peak was independently related to the ALT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other confounding 
variables. 
Conclusions The GH secretion level wa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ALT in shor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specially caused by GHD. This suggests that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screen NAFLD 
in short subjects caused by GHD. 
 
 

PU-1375 

The role of Magnesium in Post-thyroidectomy 
Hypocalcemia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rcinoma 

 
Wenlong Wang,Xingying LI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Magnesium ion is the second largest cation in cells. More than 300 enzymatic 
reactions involving energy metabolism and protein and nucleic acid synthesis require magnesium 
as a cofactor. Magnesium regulates postoperative  calcium levels by regulating PTH synthesis 
and/or secretion. The mechanism involves several aspects.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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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perative hypomagnesemia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postoperative hypocalcemia and 
whether postoperative hypocalcemia requires magnesium supplementation. Therefore, we hop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magnesemia and biochemical hypocalcemia and 
symptomatic hypocalcemia in this study, so as to provide relevant background and new ideas for 
the study of postoperative low calcium and hypomagnesemia.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magnesium concent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and biochemical hypocalcemia and symptomatic hypocalcemi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91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who 
underwent thyroidectomy from November 2017 to March 2018 in the same surgery group at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Logistic regression 
and correlation test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chemical and 
symptomatic hypocalcemia and postoperative magnesium levels. 
Results Hypomagnesemia occurred in 40 patients (20.94%) after operation. The incidence of 
hypomagnesem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ypocalcemic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calcium 
group (31.25% v.s15.75%, P<0.001).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biochemical hypocalcemia 
and symptomatic hypocalcemia was 33.51% and 24.08%,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normal serum calcium, serum magnesium concent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hypocalcemi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P<0.05).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x (female) (OR = 6.92, P = 0.001), MRND (OR = 4.42, P = 0.003), 
hypoparathyroidism (OR = 3.62, P = 0.003)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of biochemical 
hypocalcemia. However, symptomatic hypocalcemia was only associated with MRND (OR=2.876, 
P=0.020) and hypoparathyroidism (OR=9.057, P<0.001).Postoperative magnesium 
concentrations and hypomagnesemia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iochemical or 
symptomatic hypocalcemia (p>0.05). 
Conclusions The magnesium concentrations generally decreased after thyroidectomy,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hypocalcemia, but postoperative magnesium concentrations and 
hypomagnesemia are not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tive hypocalcemia.  
 
 

PU-1376 

A case report of pheochromocytoma star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Lili Ning,Hanqing Cai,Hong Shen,Maoguang Yang,LIjuan Wang 

Second Hospital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racteristics of pheochromocytoma star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and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experience and treatment process. 
Methods The chinical materials of one case of  pheochromocytoma star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a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an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or diabetes mellitus which was the first 

symptom ，and there had been paroxysmal hypertens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The 

abdominal CT showed a mass shadow of the left adrenal gland. The size is about 70 mm × 67 
mm, the shape is irregular, the density is inhomogeneous. The further examination of blood 

catecholamine 、 VMA  indicate the relevant diagnosis. After giving enough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he patient was transferred to urology for adrenalectomy.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malignant adrenal pheochromocytoma was considered in the left adrenal gland, but no tumor was 
found in the left kidney,neither the ureteral end nor the vascular end.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the 
reexamination of FPG: 7.61 mmol / L, HbAlc: 7.6% , no tumor recurrence was found . 
Conclusions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patients with pheochromocytoma star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hich should be diagnosed qualitatively and locally as soon as possible. Surgical 
intervention is the best way to treat pheochromocytoma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ssessing 
patient's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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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7 

The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 is better than lipid  
and glucose indexes to identify insulin resistance  

in Chinese Nondiabetic Individuals 

 
Xiu Tuo1,3,Jing Yuan1,3,Zhong Xin1,3,Xu-Hong Wang2,3,Dong Zhao2,3,Wei liu1,3,Xi Cao1,3,Jin-Kui Yang1,3 

1.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Beijing Luhe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3.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Diabetes Prevention and Research，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lipid and glucose indexes 
and combination of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and metabolic index in detecting insulin 
resistance (IR) and evaluated optimal cut-off points in Chinese nondiabetic individuals. 
Methods  Individuals were selected from a cross-sec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the Diabetes 
and Other Chronic Disease Survey, conducted in Mizidian, a rural satellite town of Beijing, with a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of 23,000. Between 2013 and 2014, 3300 men and women aged ≥ 
20 yea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by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of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Among them, 1067 nondiabetics underwent 
OGTT, blood lipid and fasting insulin measurements. The clinical usefulness of various 
parameters-BMI, WC, TyG (product of triglyceride and FPG), TyH (triglycerides/HDL cholesterol 
ratio), TyG with adiposity status (TyG-BMI and TyG-WC)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IR.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d ROC curve analyse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and determine the best predictor and optimal cut-off point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pearman’s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indexes and HOMA-IR, all 
indicators strongly correlate with HOMA-IR in both normal glucose subjects and all subjects (P < 
0.001).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MI and HOMA-IR was higher than other indicators not 

only in normal glucose subjects (r=0.445), but also in all subjects (r=0.435)（P < 0.05 or 0.01). 

The AUC(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s) was also calculated for 
each index and HOMA-IR using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ll indexes also strongly 
correlate with IR in both normal glucose subjects and all subjects (P < 0.05), BMI and TyG-BMI 
were similar, and they were better indicators than others a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AUC. 
We also assessed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s for BMI for identifying IR, 27kg/m2 is the optimal BMI 
cut-off point in terms of the Youden’s index, and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683 and 
0.712 for normal, 0.685 and 0.689 for all subjects, respectively.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the association of BMI and TyG-BMI was higher than other indicators for detecting IR for non-
diabetes. However, BMI is more accessible than TyG-BMI. 
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s that BMI is a simple and accurate measure for detecting IR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indicators. Given our evidence, the appropriate cut-
off of the BMI was 27kg/m2 in non-diabetic subjects for detecting IR. This will help general 
practitioners to assess the risks of their patients quickly and easily. 
 
 

PU-1378 

Predictive values of selected inflammatory index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Weiheng Wen,Peili Wu,Jia Sun,Hong Chen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The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has recently revised the tumor-
node-metastasis (TNM) staging system on thyroid cancer, which illustrated that the cut-off age for 
predicting mortality has elevated from 45 to 55 years old. With the new staging, PT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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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55 years of age, are all in the early stage (I-II). Therefore, these patients do not need to 
accept some radical, unnecessary therapy, while PTC patients over 55 years of age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further treatment is needed. Our aim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ammation index based on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to predict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TC) patients with an inferior prognosis. 
Methods From Jan 2013 to Dec 2017, a total of 558 PTC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on the 
basis of the pathology results after initial thyroidectomy, a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s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Nanfang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then reclassified the stage 
of these PTC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AJCC TNM stage (the eighth edition, 2018). 
Patients who had accepted initial surgical operation at another hospital, patients with tumors that 
were considered to be unresectable, patients who had other malignancies or had accepted 
cancer therapy within the past one year, and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inspection data were 
already exclud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study an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se preoperative 
inflammation indexes in PTC patients ≥55 years of age. 
Results Elevated neutrophils were prognostic of bilaterality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0.673, p=0.023)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AUC=0.649, p=0·020). Decreased mean 
platelet volume (MPV) and 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 were prognostic of coexistence with 
Hashimoto’s thyroiditis (AUC=0.736, p=0.016; AUC=0.721, p=0.024). Elevated lymphocyte and 
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 (LMR) were prognostic of advanced TNM stage (AUC=0.691, 
p=0.029; AUC=0.680, P=0.040). Meanwhile,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urther revealed that 
LMR≥5.45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advanced TNM stage (odds ratio (OR)=7.306, 
p=0.036). 
Conclusions The preoperative neutrophils, lymphocytes, MPV, PDW and LMR were all 
prognostic. More importantly, the increased in LMR independently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d 
TNM stage of PTC patients ≥55 years. Contrary to this result, other studies suggested that high 
LMR could be used as a to predicting beneficial tumor features of a variety of malignancies, 
because of the role of lymphocyte-mediated immune system in hindering tumor cells proliferation, 
inhibiting migration, and destroying metastases. Therefore, our study may offer further evidence 
for debate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ymphocyte-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and adverse 
invasive behavior in PTC. 
 
 

PU-1379 

The application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in diagnosing 
pre-diabetic stages and diabetes among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Qian Liu 

Anhui Province， affiliated t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hemoglobin A1c (HbA1c)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FBG）
in screening diabetes and 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and 
identify the optimal HbA1c cut-off piont.  
Methods 508 hyperthyroidism who carried out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were recruited into the 
study, and HbA1c were measured at the same time. ROC curve was made to identify the optimal 
HbA1c cut-off and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Results  (1) The levels of HbA1c、FPG、PBG in NGT group, IGR group and DM group were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01).（2）According to ROC curve,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HbA1c for diagnosis of IGR was 5.4%, where the sensitivity was 55.9%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64.39%.The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HbA1c for diagnosis of diabetes(DM) 
in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was 5.5%, where the sensitivity was 79.71% and the specificity 
was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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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HbA1c can reflect the different glucose metabolism in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correctly, and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HbA1c for screening IGR and DM is 5.4% and 5.5%, 
respectively. 
 
 

PU-1380 

Plasma Fetuin-B Concentr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and the first-phase of  

glucose-stimulated insulin secretion i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glucose tolerance 

 
Hua Qu,Hongting Zheng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irculating Fetuin-B concentrations in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glucose 
tolerance, an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Fetuin-B concentrations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and 
the first-phase of glucose-stimulated insulin secretion. 
Methods Plasma Fetuin-B concentrations were analyzed in 149 subjects with normal glucose 
tolerant (NGT, n = 54), 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 (IGR, n = 42), and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nT2DM, n = 53). The intravenous glucose tolerance test (IVGTT)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in all participants. 
Results Plasma Fetuin-B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in both nT2DM and IGR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GT subjects, and were highest in nT2DM patients (P < 0.05). Plasma Fetuin-B 
concentra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PG, 2hPG, HOMA-IR, HbA1c, hs-CRP, FINS and 
TG (P < 0.05), an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IR, AUC and GDI (P < 0.01).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and sex, all correlations remai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lasma Fetuin-B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GR and nT2DM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sex, BMI, WHR, blood pressure, and lipid profiles.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IGR and nT2DM have significant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plasma 
Fetuin-B compared to normal glucose tolerant subjects, and plasma Fetuin-B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chronic inflammation, the first-phase of glucose-stimulated 
insulin secretio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PU-1381 

Plasma slit2 Concentrations are Increased in Individuals 
with Glucose Dysregulation and Correlated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and First-phase Insulin Secretion 

 
Hua Qu,Hongting Zheng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plasma slit2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 (IGR) and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nT2D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arameters of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insulin resistance and pancreatic β cell function. 
Methods 143 eligible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ncluding 
normal glucose regulation (NGR, n = 53), IGR (n = 39), and nT2DM group (n = 51). The 
intravenous glucose tolerance test (IVGTT) and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in all participants. 
Results (1) The levels of slit2 in T2DM group and pre-D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GT group [(2.90±2.22 or 2.99±2.78 or 1.62±1.30) ng/ml，P<0.01] . (2) Slit2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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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2h plasma glucose, 
HbA1C, fasting insulin, HOMA-IR and triglycerides (P<0.01 or P<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UC, AIR, GDI (P<0.01). (3)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it2 and T2DM was affected by HOMA-IR, AIR, AUC and GDI, indicating 
this relationship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se 4 factors. 
Conclusions The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slit2 i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glycol metabolism 
status, it is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pre-diabetes and type2 diabe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lit2 and diabetes is affected by insulin resistance and first -phase of glucose-stimulated 
pancreatic β-cell function. Slit2 might be proposed as an indicator for glucose tolerance status, 
and it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mechanism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U-1382 

Association of body mass index with the risk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in a 

large, operative population 

 
Xiaojing Fan,Ling Zhao,Xiaomeng Jia,Ping Pang,Li Zang,Huixian Yan,Yukun Luo,Fulin Wang,Guoqing Yang,Jin 

Du,Xianling Wang,Jianming Ba,Zhaohui Lyu,Jingtao Dou,Yiming Mu 
General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body mass index (BMI)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aggressiveness of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TC) in a large, operative 
population.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of 10844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undergoing partial 
or total thyroidectomy between 1993 and 2015 were reviewed.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TC were 
stratified in 4 groups: BMI< 18.5 (underweight), 18.5≤BMI<24 (normal-weight), 24≤BMI< 28 
(overweight) and BMI≥28(obese). The impacts of high BMI on prevalence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of PTC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bot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For every 5-unit increase in body mass, the odds of risk-adjusted malignance increased 
by 36.6%.The individuals who were obese and overweight ha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risk of 
having thyroid cancer [odds ratio (OR)=1.982, P<0.001; OR=1.377, P<0.001;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normal weight patients, and this positive association was found in both gender. 
Obesity w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or tumors larger than 1cm (OR = 1.562, p<0.001) and 
multifocality (OR = 1.616, p<0.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cervical lymph node (LN) 
metastasis among BMI groups. Crude analysis showed BMI wa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tumor-node-metastasis (TNM) stage (relative risk, approximately 1.23 per 5 BMI units, P<0.001), 
but this association disappeared after adjusting for gender, age,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levels. 
Conclusions Obesity w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in a large, operative population. Higher BMI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arger tumor 
size and multifocal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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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3 

Association between height and creatine kinase-
myocardial band/creatine kinase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and 
idiopathic short statur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Panpan Wang,Baolan Ji,Mei Zhang,Yuntian Chu,Yanying Li,Qian Shao,Bo B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searches pointed out that short stature could lead to a series of short-term and 
long-term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n individuals. Current studies have placed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impact of height on the heart. Indeed, an abundant of literatures 
revealed that the shorter the height, the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in 
adults. Therefore, it might be necessary to search for convenient indicators to evaluate cardiac 
structure or functional impairment in short stature early. As common and useful myocardial injury 
markers, the serum creatine kinase (CK) and creatine kinase-myocardial band (CK-MB) leve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valuating myocardial injury.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ratio of CK-MB to 
CK (CK-MB/CK) could express the organizational source of CK-MB more intuitively and prompt 
greater significance of myocardial injure. To our knowledge, whether the height was associated 
with CK-MB/CK in short stature remains unclear. Therefore, we perform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ight and CK-MB/CK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GHD) and idiopathic short stature (IS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295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GHD and ISS ranging in age from 3 to 17. The subjects cam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16.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The ratio of CK-MB to CK was calcul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females, the age, SBP, DBP, height, weight, BMI, ALT, Cr and FB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ll P < 0.05), while the CK-MB and CK-MB/CK were obviously lower in 
males (all P < 0.05).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ST, GGT, BUN, UA, 
TC, TG, HDL-C, LDL-C, VLDL-C, IGF-1, IGFBP-3 and CK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all P > 
0.05). 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In males, the CK-MB/CK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height, age, weight, BMI, TG, IGF-1 and IGFBP-3 (all P < 0.05). In 
females, the CK-MB/CK was marked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SBP, TC, HDL-C and IGFBP-3 
(all P < 0.05). Moreover, a 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eight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CK-MB/CK in males after adjusting for other confounding 
covariates (P = 0.001).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an obvious association between height 
and CK-MB/CK, which suggested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yocardial injure in the 
early lif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short stature, especially in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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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4 

Long-Term Follow-up of Female Prolactinoma Patients at 
Child-bearing Age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Lijin Ji,Na Yi,Qi Zhang,Shuo Zhang,Xiaoxia Liu,Xuefei Shou,Bin Lu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long-term outcomes, including menstrual recovery,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on female prolactinoma patients by experienced neurosurgeons. 
Methods A consecutive cohort of female prolactinoma patients that had undergone 
transsphenoidal surgey between November 2010 and April 2014 in our hospital was selected. 
Transsphenoidal surgeries were performed by 11 experienced neurosurgeons who conducted 
over 1500 surgeries per year. Histological analysis revealed a pituitary adenoma with positive 
staining for PRL in all patients. Plurihormonal cell adenomas were excluded. Postoperative 
follow-up was conducted telephonically during January 2017. Main measurements include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surgical indications, serum prolactin level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surgical complications (meningitis, CSF leak, and diabetes insipidus), pituitary functions 
( luteinizing hormone(LH), follicular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FT3, FT4, cortisol, and IGF-1), 
drug maintenance, the status of menstruation, and pregnancy. 
Results Sixty-three consecutive female patients with a mean age of 29.5 ± 1.1 years were 
included. 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indings before surgery, 31 (49.2%) patients had 
microadenoma, and the remaining 32 (50.8%) had macroadenoma. The median follow-up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was 53 (33-74) months, and long-term surgical remission was achieved 
in 50 (79.37%) patients with 28 (90.32%) microadenomas and 22 (68.75%) macroadenomas. No 
meningitis or persistent cerebrospinal fluid leaks occurred. Only 1 case suffered from persistent 
diabetes insipidus at follow-up. No severe pituitary dysfunction was observed in 
microprolactinoma patients. Of patients with menstrual disorders, 85% regained regular 
menstrual cycles after surgery. Nineteen patients in this cohort desired pregnancy and 15 of them 
successfully gave birth after surgery. All 17 microadenoma patients with modern surgical 
indications achieved normal prolactin levels and regular menstrual cycles with only 1 patient on 
drug therapy at follow-up. 
Conclusions Long-term follow-up showed a high remission rate in female prolactinoma patients, 
especially in microadenoma patients, after surgery.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performed by 
experienced neurosurgeons may offer a valuable approach to treat female microprolactinoma 
patients of child-bearing age with modern indications for surgery. 
 
 

PU-1385 

Low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s associated with anaemia 
 in male Chinese shor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Qianqian Zhao,Baolan Ji,Mei Zhang,Bo B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naemia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problem worldwide and there are 
certain long-term complications of anaemia in childhood. We aimed to identify the prevalence of 
anaemia in shor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o analys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and anaemi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which a total of 1075 shor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eight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 lower than or equal to -1 SD) with aged 3-18 years 
from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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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 were enrolled. According t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riteria,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a normal group and an anaemia group. Anthropometric 
data and laboratory values were measur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GF-1 and anaemia was 
assessed by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adjustment for several confounder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WHO criteria, we found the occurrence rate of anaemia in Chinese 
shor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as 25.8% and the prevalence of anaemia among males was 
31.3% and among females was 10.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GF-1 SD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anaemia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group (P < 0.001). Similarly, there was a lower 
height SDS in the anaemia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normal group (P = 0.008). However, 
the BMI SDS did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269). The haemoglobin 
(Hb)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across the IGF-1 SDS quartiles in both genders. A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in all subjects, anaemia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ge, height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 (SDS), IGF-1 SDS, testosterone (T), creatinine (Cr) and 
albumin (ALB) (P < 0.05). Furthermore,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by quartiles of the 
IGF-1 SDS in males and females,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other confounding factors including 
height SDS, weight SDS, Oestradiol (E2), T, Cr, uric acid (UA) and ALB,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the male subject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ighest quartile, the odds 
ratio (OR) for the lowest quartile was 2.2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15, 4.31), P = 0.018), 
followed by 2.05 (95% CI: (1.11, 3.76), P = 0.021) for the 2nd quartile, and 1.19 (95% CI: (0.64, 
2.19) , P = 0.582) for the 3rd quartile. However, there was no obvious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GF-1 SDS and anaemia in female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GF-1 SDS is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with 
anaemia and lower level of IGF-1 may be increased the risk of developing anaemia but only in 
males. It is important to monitor serum IGF-I levels in short children, especially in males. 
 
 

PU-1386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bone erosion in 
patients with gout 

 
Mian Wu,Fengjing Liu,Lixin Jiang,Jie Chen,Li Chen,Chong Wei,Zhumeng Hu,Ying Han,Junxi Lu,Haibing Che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Gou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rthropathies, and epidemiological data suggest that 
its incidence is increasing. The presence of bone erosion is a central feature of the anatomical 
damage and i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everity and poor functional outcome, such as joint 
damage and deformity and, eventually, musculoskeletal disability. So,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distribution and risk factors for bone erosion detectable by ultrasound 
in patients with gout. 
Methods Ultrasound scans were performed in 980 gout patients, and bone erosion was detected.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bone erosion in gout patients were calculated. Both clinical 
variables and ultrasound signs were entered into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risk factors for bone erosion in gout patients. 
Results Bone erosion was found in 431 (44.0%) of the 980 patients with gout, and in 338 (78.4%) 
it was found in the first metatarsophalangeal (MTP) joint.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out bone 
erosion, the patients with bone erosion were significantly older (47.0 vs. 54.6 years, p < 0.001), 
more hypertensive, had worse kidney function (higher serum BUN, creatinine, cystatin C and uric 
microalbumin), worse glycaemic control (higher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HbA1c), faster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longer disease duration (5.2 vs. 9.2, p < 0.001) and had more 
frequent gout attacks (4.2 vs. 9.0, p < 0.001).  The ultrasound findings showed that bone erosion 
group had higher proportions of double contour sign ( 73.5% vs. 57.6%, p < 0.001), synovial 
hypertrophy ( 59.4% vs. 48.3%, p=0.001), ultrasound-detected tophi ( 64.2% vs. 25.1%, p < 0.001) 
and lower proportion of  joint effusion ( 53.1% vs. 78.7%, p < 0.001) than the non-bone erosion 
group.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duration of gout, the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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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ophi, ultrasound-detected synovial hypertrophy and joint effusion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bone erosion. A tophus was the most powerful risk factor for bone erosion, with 
an odds ratio (OR) of 4.21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3.092, 5.731). The risk for bone erosion 
also increased as the number of tophi increased (p < 0.001). However, after stratifying the size of 
tophi, the ORs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p = 0.206). 
Conclusions A high percentage of gout patients had bone erosions; the first MTP joint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involved site. Age, duration of gout, tophi and synovial hypertrophy were risk 
factors for bone erosion in gout patients. The number of tophi, but not their size,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bone erosion in patients with gout. 
 
 
 

PU-1387 

An amazing thing happened in one patient: hypothyroidism 
with severe thyroid eye disease and pretibial myxedema 

 
Shasha H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onset of GO in most pati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Graves’ hyperthyroidism, and it 
may precede or follow hyperthyroidism. The pathogenesis of GO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TSH 
receptor presenting in the postorbital fibroblast and adipocyte cells, and its pathology base is the 
accumulation of T lymphocytes, mucopolysaccharide, glycosaminoglycan and hyaluronic acid in 
post ocular tissue, causing the exophthalmos, extraocular muscle injury and fibrosis. Not only GO 
influences our life of quality, but also can cause sight loss. Now the common recommended 
therapy above GO is suggested by European Group on GO. However, not everyone benefits from 
it.  now we report the rare extremely case in the clinical finding, and describing its specificity. 
Methods to collect the case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search Pubmed , CBM, VIP and CNKI 
database, and to read relevant case reports,  and  discuss its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and  progressive study about 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Results Thyroid eye disease(TED) is an autoimmune disease, and 80-90% TED patients 
of  patients have hyperthyroidism, with the rest either euthyroidism or hypothyroidism1. It is 
extremely rare to see the patient who presented the hypothyroidism meanwhile with TED and 
thyroid-associated dermopathy(TAD), accompanying with the high level of thyrotropin receptor 
antibody(TRAb) . We report a case that a 58-year-old man showed bilateral pretibial myxedema 2 
years, bilateral eyelids swelling and redness 1 year. On the lab. examination exhibited high level 
of TRAb and hi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f orbit presented the obvious 
graves’ ophthalmopathy(GO). He was diagnosed primary hypothyroidism and TED by endocrine 
doctor, treated with euthyrox and selenium for his hypothyroidism, and pulse venous 
glucocorticoid for his eyes, yet the effect was not good. Most graves’ ophthalmopathy displays in 
the hyperthyroidism condition and is being rarely reported from China found in hypothyroidism. 
Conclusions The thyroid eye disease with hypothyroidism, thyroid associated dermopathy and 
high level of TRAb is infrequent in the clinical. We guess that the high level of TSBAb may leads 
to the hypothyroidism. Though our patient’s thyroid function is corrected a lot after 3 months, his 
eye felt worse after a cumulative dose of 4.5g of methylprednisolone therapy. We  and you should 
find another alternative way to receive his uncomfortable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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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8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rculation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3 level and 24h free Urine Cortisol 
concentrations in short-statur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Yingzhe Jiang,Zhao Qianqian,Mei Zhang,Bo B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specific features related to GH-IG-1 
axis activity (diagnosis of GH deficiency, serum IGF-1 and IGFBP3 level) are associated with 
serum cortisol (SC) or free cortisol levels in 24h urine (UFC) level in short-statur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We conducted cross-sectional study analyses of 473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 3 
to 18 years, 76% male) from our short-statured cohort. We examined 24h UFC, fasting morning 
SC levels as well as GH-IGF-1 axis-related indices (GH peak of GH stimulation tests, serum IGF-
1 and IGFBP-3 level) and other cofactor values.  
Results  Short-statured children in the IGF-1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s (SDS) ≥ 0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p<0.001) higher 24h UFC levels compared to short-statured children in the IGF-1 
SDS < 0 group. With age and pubertal progression, we found that 24h UFC, but not fasting 
morning SC,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01), Within the measured related features of GH-
IGF-1 axis, the serum IGF-1 level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24h UFC level [β 0.23, 95% CI 
(0.17, 0.28)] but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fasting morning SC level [β -0.01, 95% CI (-0.01, 
0.00)].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after adjusting for sex, age, puberty,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free thyroxine, IGFBP3 was stil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24h UFC level [β 
21.96, 95% CI (13.69, 30.24)], while fasting morning SC was demonstrated to have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any parameter of GH-IGF-1 axi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variability of HPA activation is related to 
the GH-IGF-1 axis; 24h UFC seems to be a suitable marker for this relationship and suggested 
complex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irculation IGFBP-3 level may contribute to the HPA axis 
activity, thus merit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PU-1389 

Roles of Metformin in the Treatment of Thyroid Nodules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xiaowei he1,Dan Wu1,Cuining Hu1,Ting Xu1,Yuanxin Liu1,Chao Liu2, Wei Tang1 

1.Jiangsu Province Official Hospital 
2.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n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bjective Aims: Metformin is the most-prescribed oral medication to lower blood glucose 
worldwide. Some data suggest that metformin may have a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but contrasting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different settings.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critically re-evaluates the knowledge on this topic. 
Methods  A literature search identified 250 records. Studies evaluating the size of thyroid 
nodules before and after metformin treatment were included. Assessed outcomes were the size 
of thyroid nodules,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level, thyroid gland volume,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HOMA-IR) level. After screening and full-text assessment, 5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systematic review. Random-effects meta-analyses of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were performed for the four outcomes of interest. Heterogeneity was est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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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I2, and quality of evidence was assessed per outcome using the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 guidelines. 
Results A total of 18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After metformin treatment, a 
slight but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size of thyroid nodules was found in 4 studies including a 
total of 167 patients (SMD, 0.46;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0.00, 0.93; P = 0.05). Similarly, 
in 4 studies reporting on a total of 146 patients,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TSH level (SMD, 0.30; 
95% CIs, 0.07, 0.53; P = 0.01) and HOMA-IR level (SMD, 0.90; 95% CIs, 0.12, 1.67; P = 0.02) 
were reported after treatment with metformin. In 2 studies, including 114 patients, no change in 
thyroid gland volume was discovered after treatment with metformin (SMD, 0.21; 95% CIs, -0.05, 
0.47; P = 0.11). Quality of evidence was generally assessed as low or very low. 
Conclusions  Metformin induces a reduction in the size of thyroid nodules and TSH and HOMA-
I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contrast, no change in thyroid 
gland volumes was found. Whether metformin treatment for thyroid nodules has clinical 
significance remains to be demonstrated. 
 
 

PU-1390 

US-guided Microwave Ablation for Primary 
Hyperparathyroidism Assisted by Continuous  

Cool Saline Injection: A Safety and Efficacy Study 

 
Boqiang Fan1,Xiaowei He2,Huan huan Chen1, Wei ming Zhang1,Wei Tang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Jiangsu Province Offi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microwave ablation (MWA)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ontinuous cool saline injection (CCSI)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yperparathyroidism (PHPT). 
Methods  Between November 1, 2014 and February 29, 2016, 22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ll 
patients had at least one enlarged parathyroid gland and primary hyperparathyroidism that was 
treated with ultrasound-guided MWA assisted by CCSI. Patients treated with MWA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the normalized and unnormalized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efficacy. The 
levels of parathyroid hormone (PTH) and serum calcium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initial 
MWA. Fisher’s exact test and the Mann-Whitney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ata between the 
normalized and unnormalized groups. Timing differences in serum PTH and calcium levels were 
analysed with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Normalized outcomes for both PTH and calcium levels were achieved in 19 of 22 
patients with PHPT. The mean serum PTH and mean calcium levels at 6 months after therapy 
(71.68 ± 33.45 pg/ml and 2.40 ± 0.13 mmol/l, respectivel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MWA (251.78 ± 249.42 pg/ml and 2.72 ± 0.43 mmol/l, respectively; both P < 0.05). A 
transient voice change developed in eight patients. One patient experienced hypocalcaemia, 
which was corrected by oral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Conclusions  US-guided MWA assisted by CCSI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destroying parathyroid 
gland tissue and may serve as a therapeutic alternative for patients with hypercalcaemic or 
normocalcaemic PH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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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1 

Hepatic stellate cell: target role in improving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by IKKε/TBK1 inhibitor—Amlexanox 

 
Qian He1,QIng Xiang2,Huapeng Liu2,Biao Wang 2,Wenbin An2,Tan Liu2,Zhong Huang2,Xiulan Zou1,Xuan Xia2 

1.Department of geratology， First Hospital of Yichang， People's Hospital of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 

Yichang 443000， PR China. 

2.Department of pathophysiology，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PR China.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revealed that IKKε/TBK-1 inhibitor-amlexanox could ameliorat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owever, the mechanisms responsible remain unclear. Here we 
focused on unveiling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This study focuses on efficacy of amlexanox through two mice models (including high 
fat diet(HFD)-induced model and HFD+lipopolysaccharide(LPS)-induced model). By gavage for 
18 weeks, mice were subjected to OGTT test, metabolic cage test and blood-test for serum lipid, 
insulin, liver enzyme,and then sacrificed for liver biopsy. Oil red O stain and H&E stain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lipid deposition in liver. IKKɛ and α-SMA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to 
confirm its expression localization(by immunohistochemistry).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genes on lipid metabolism, inflammation pathway, insulin resistance were checked by qPCR or 
immunoblotting 
Results Amlexanox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liver and body weight, improved blood lipi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α, TNF-α), serum insulin, OGTT and HOMA-IR. Lipid deposition in 
liver was dramatically ameliorated while genes of lipid metabolism (FAS, SREBP1, CD36, 
PPARα), inflammation(TNF-α, IL-1α,CCL2, NF-kB P65) were changed. IKKɛ and α-SMA 
expression were simply co-localized in hepatic stellate cell(HSC) instead of hepatocytes. HFD 
and HFD/LPS could increase IKKɛ and α-SMA expression in HSC and reversed by amlexanox. 
Aslo, the insulin pathway (IRS-1→AKT) in liver would be improved by amlexanox. 
Conclusions HFD/LPS could activate HSC. Amlexanox could inhibit inflammation 
pathway(IKKɛ→NF-κB→TNF-α/IL-α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 releasing in HSC. Thus, 
amlexanox might improve HSC-derived cytokine-mediated insulin resistance and NAFLD in 
hepatocytes. 
 
 

PU-1392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clinical data of 56 Chinese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gigantism of a single-center study 

 
Yingying Yang,Huijuan Zhu,Linjie Wang,Yong Yao,Xiang Zhou,Jian Sun,Feng Feng,Hongbo Yang,Kan Deng,Hui 

You,Renzhi Wa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Pituitary gigantism is a kind of rare disease that will lead to abnormal tall statue 
accompanied by acromegaly caused by growth hormone excess. Several researches 
concentrated on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igantism, but so far no larg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 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profiles in gigantism population, we are the first to 
conclude these patients historical and current follow-up data of our center. 
Method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study including 56 patients diagnosed as 
pituitary gigantism by collecting their clinical profiles.  We performed X2 and independent t tests 
to compar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variabl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P-value＜0.05 was designated as the level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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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ur research included 56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pituitary gigantism in our 

medical center including 4 patients with McCune-Albright syndrome（MAS） and 1 patient with 

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MEN-1). 39 patients were male and 17 were female. The 

median diagnostic height Z score was 4.2[3.2，5.4]. 34 patients presented rapid growth as their 

first signs of gigantism while 27 patients’ onset of symptom were acromegaly. The median age at 

disease onset was 11.0 years old [6.5，14.0] and the median course of disease was 5.0 years 

[3.0，11.5]. At presentation, the median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1)(Measurement)/IGF-

1(upper limit of normal) (ULN) was 1.7[1.2,2.4] and the median nadir postglucose growth 

hormone(PGGH) was 15.1ng/ml[8.3，33.7]. The ratio of median measured serum phosphorus(P) 

to P(ULN) was 1.09 (0.98，1.23) showing a higher level of serum phosphorus in pituitary 

gigantism. Pituitary macroadenoma (maximum diameter ≥10 mm) were seen in 39 patients 
(69.64%) and invasion was observed in 37.5% of all patients. 51 patients received 
transsphenoidal microsurgery, after which 43.8% of patients achieved remission during short term 
follow-up while 33.3% of patients achieved remission during long-term follow-up.  
Conclusions Most of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gigantism were males mostly caused by pkituitary 
macroade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 Serum phosphorus level may be an effective predictive 
factor of pituitary gigantism before testing GH and IGF-1. The level of GH can be shortly 
controlled by surgery but many patients still need multimodality treatment because of the high 
recurrent rate. 
 
 

PU-1393 

Positive attitude facilitates glucose control  
in type 2 diabetes 

 
Shaoyun Wang 

Shengli Oilfield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Diabetes control remains a challenging problem regardless of many advances made. 
Stress adds extra burden. Positive attitude promotes health and reduces stress in a fundamental 
basis, and can result in permanent changes in as short as 3 weeks because of neuroplasticity. Its 
contribution to diabetes control remains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aim at encouraging patients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explore its impact on diabetes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ype 2 diabetic subjects were enrolled,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one test and one control, with 60 subjects for each, well matched for age and diabetes 
control, informed consent form signed and ethical committee review obtained. Blood glucose 
(FBG, 2hr PPG), HbA1c, C peptide, Insulin, and other labs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Positive attitude practice includes confidence, gratitude, adaptable, generous, 
lovable, forgivable, courageous, compassionate, healthy, connected and meaningful, for 3 weeks. 
Other treatment remains the same as that prior to the study.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AS, and compare was between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Sub-
layer analysis is also performed. 
Results Prior to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all the lab values are well matched between two 
groups,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glucose level or HbA1c. With 3 weeks practice, the test 
group had significant decrease with blood glucose and HbA1c (p<0.01 before vs. after), while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fter 3 weeks is also significant (p<0.05 test vs. control). The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hey practice, 
the better glucose control. 
Conclusions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glucose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especially when it is practiced on regular basis. It should be strongly encouraged. 
More detailed study at the sub-layer level shall be continued and extended to a larger patient 
population, to warrant more helpful information on a personal basis. Future study will focu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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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our precision medicine study collaborated with pubmed, to push 
personal medicine to an upper level.    
 
 

PU-1394 

Potential of circulating long non-coding RNAs  
as molecular biomarkers of latent autoimmune diabetes in 

adults 
 

Xiaoli Wang,Xiangyun Chang,Kan Su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ihezi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s molecular biomarkers of latent autoimmune diabetes in adults (LADA). 
Methods We enrolled 60 type 2 diabetes (T2D), 30 LADA, 27 type 1 diabetes (T1D) and 60 
healthy controls, who were matched in sex, smoking and drinking habits. Their height, weight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measured. The fasting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complete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the total RNA extraction. 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lncRNAs (n336109, n342533 and n335556) in T2D, LADA, T1D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s. 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n336109, n342533 and 
n335556 as a molecular biomarker for LADA. 
Results Expression levels of n336109, n342533, n335556 in the T2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in 
other groups. For the T1D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336109 was higher tha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n342533 expression level was lower than the LADA group. Expression 
levels of n342533 and n335556 were proportional with the fasting C peptide, triglycerides and 
visceral adiposity index values. The n342533 had good discriminatory ability both in the T2D 
group versus the LADA group (AUCroc = 0.985; P < 0.001) and the T1D group versus the LADA 
group (AUCroc = 0.802; P = 0.001).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342533 were stratified in low, middle 
and high tertiles. 70% ofT2D were in the high tertile. 59.3% of LADA were in the middle tertile. 
While T1D were mainly in the low tertile (63.6%). 
Conclusions Expressions of lncRNA n336109, n342533 and n335556 were up-regulated in T2D 
patients. The n342533 had good discriminatory ability in LADA versus T1D or T2D, and had the 
potential value as molecular biomarker of LADA. 
 
 

PU-1395 

Performance of neural network-ba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 in diabetic retinopathy diagno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hirui Wang1,2,Shi Chen2,Yuelun Zhang3,Huijuan Zhu2,Hui Pan2 

1.Eight-year Program of Clinical Medicin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UMCH)， Chinese 

Academe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AMS & PUMC)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Endocrinology of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PUMCH， 

CAMS & PUMC 

3.Central Research Laboratory， PUMCH， CAMS & PUMC 

 
Objec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diabetes affecting one third of 
diabetic people. The harmful effect of DR to visual acuity can be effectively minimized by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Automatic diagnostic system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have been used to help with DR screening. However,  there is no quantitive 
analysis of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se methods. We aimed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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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accuracy of the neural network in diagnosing DR and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diagnostic accuracy.  
Methods Medline, Embase, IEEE Xplore and Cochrane Library were searched for studies 
evaluating the accuracy of automated neural network DR diagnosis system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 The search strategy that combined free texts and MeSH terms relating to the target 
condition (diabetic retinopathy) and the index tests (neural networks). The risk of bias of eligible 
studie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2 (QUDAS-2) 
checklist. Diagnostic accuracy data was extracted and synthesized by hierarchical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model. Subgroup analyses and meta-regress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between-study heterogeneity. We explored the following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image resolution, sample size of training set, consecutiveness of disease spectrum, type of 
neural networks, and number of hidden layers in each type of neural networks. Subgroup 
analyses and meta-regress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between-study heterogeneity. We 
explored the following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image resolution, sample size of training set, 
consecutiveness of disease spectrum, type of neural networks, and number of hidden layers in 
each type of neural networks.  
Results Twenty-four studies involving 9196 retinal fundus images were included.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neural networks were 93.85% (95% CI 89.98% to 97.71%) and 
95.22% (95% CI 92.33% to 98.12%), respectively.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tudies using images more than 1 million pix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using low-
resolution images (P=0.031). For types of algorithm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LP and CNN groups,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estimates were observed in PNN group 
(P=0.002). We found no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index tests and 
sample size of training sets, whether consecutive patients were included, or number of hidden 
layers in MLP or CNN. 
Conclusions Our review demonstrates the promising performance of neural networks in DR 
diagnosis using retinal fundus images and it might be an alternative for diabetic patients who 
have few access to manual DR screening in socio-economically backward areas. High quality 
images could elev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PNN algorithms have good potential in 
diagnosis of DR.  
 
 

PU-1396 

Methanol poisoning is not easily differentiated from 
 diabetic ketoacidosis in a patient  

with diabetes mellitus type 2: a case report 

 
Lin Sun,Guixia Wang,Xiaokun Gang,Zhuo Li,You Lv,Guangyu He 

NO.1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Methanol poisoning in diabetic patient can present with symptoms of diabetic 
ketoacidosis in diabetes patients. This case warns us not to neglect 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other problems in patients with obvious diseases. 
Methods We describe a case that matched the criteria for diabetic ketoacidosis and was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guidelines and protocol. Although the acidosis was corrected quickly, 
the patient experienced a progressive decline in visual acuity. Review of the patient’s medical 
records revealed a history of drinking self-prepared alcoholic drinks containing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methanol.  
Results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of the friend's 
alcohol showed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methanol .After  treatments, the patient’s vital signs were 
stable, and his vital organ function was protected. However, the blindness was not improved.  
Conclusions   The lesson of this report is that although it is to be hoped that methanol 
consumption is uncommon,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condition that can mimic DKA.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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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cted cases, clinicians should perform a thorough history inquiry regarding potential 
exposure sources. Early recognition and treatment is essential for the management of methanol 
intoxication and minimization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PU-1397 

TSH-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 misdiagnosed as primary 
hyperthyroidism: a case report 

 
Xian Jin,Jinping Zhang,Xiaoyan X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Objective TSH-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s are rare and the optimal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is uncertain. We describe a case of a 19 year-old female with a 
TSH-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 highlighting diagnostic testing and our use, pre-
operatively of somatostatin analogue therapy, which induced biochemical 
euthyroidism and a reduction in tumor size. 
Methods A 19 year-old female patient presented with several weeks history of 
palpitation. Initial thyroid biochemistry revealed significantly elevated serum FT3 and 
FT4 (FT3 4.48ng/dl with reference range 0.93-1.7ng/dl, FT4 12.8pg/ml with reference range 
2.0-4-4pg/ml), decreased TSH concentration 0.043uIU/ml (reference rage 0.27-4.2uIU/ml). 
Physical examination showed nomal BP, HR 93bpm, enlarged thyroid (grade II). She was first 
diagnosed as “primary hyperthyroidism”, started to be treated with MMI (Methimazole). During the 
8-month-treatment period, FT3 and FT4 were gradually decreasing but continued to remain in 
about 1.5 times upper limit of normal level, TSH stayed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between 0.4-
5uIU/mL). 7 months after the antithyroid drug(ATD) treatment, she was examined by RAIU and 
showed elevated iodine uptake rate and MRI of pituitary revealed a large macroadenoma which 
was lifting the optic chiasm and destroyed the diaphragma sellae. A test regimen of octreotide 
resulted in suppression of TSH secretion. The final diagnosis was corrected to TSH-secreting 
tumor which leaded to hyperthyroidism. After multidisciplinary discussion, considering the big size 
of the tumor, the patient was commenced on octreotide acetate microspheres 30mg once a 
month with the aim of inducing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euthyroidism prior to transsphenoidal 
resection of her pituitary macroadenoma.  

Results The thyroid function turned normal in 1 week after the first octreotide 
treatment and remained in normal range following several months. 4 months after 
periodical octreotide treatment, the pituitary MRI was reexamined and the tumor 
revealed smaller than initial state. She is now continuing the octreotide treat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umor further.  
Conclusions On the early stages of some TSH-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s could 
reveal similar characteristic with primary hyperthyroidism in biochemical 
hyperthyroidism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some cases 
only through the initial thyroid function. However, primary hyperthyroidism and TSH-
secreting pituitary tumors could respond differently to ATDs treatments. Octreotide 
achieved the desired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euthyroidism with the additional benefit 
of a reduction in tumor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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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8 

Exosomes from Albumin induced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Promote diabetic kidney M1 macrophage phenotype by 

Targeting Klotho 

 
Yijie Jia,Zongji Zheng,Meng Xue,Fang Hu,Yanlin Yang,Meina Zou,Ling Wang,Meiping Guan,Yaiming Xu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lbuminuria reabsorbed by renal proximal tubule epithelial cells(PTEC) 
could induce inflammatory cells, especially macrophages, in renal interstitial and lead to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The role of macroph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KD is dependent on 
their phenotypes. Classical M1 macrophages could release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duce renal 
injure, however,  alternative M2 macrophages could inhibit inflammation and repair injured 
tissue. Klotho, an aging related gene, was reported play a role in renal inflammation. However, 
the role of Klotho i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s debated and how albuminuria regulate 
macrophage Klotho expression is still unclear .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evaluated the role of 
Klotho in macrophages polarization in response to albumin stimul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KD. Besides, we will explore the the mechanism of how albumin stimulated PTEC affect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Methods Macrophage from renal tissues of high fat diet and streptozotocin(HFD/STZ) induced 
diabetic mice was isolated and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of Klotho and markers of macrophage 
phenotype. Exosomes from human serum albumin (HSA) loaded human proximal tubule cell line 
(HK-2) was co-cultured with PMA induced human monocyte cell line (THP-1). qRT-PCR was 
used to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of Klotho and markers of macrophage phenotype in THP-1 
cells and miR-199a expression in exosomes. Then DM mice was subjected to tail vein injection of 
Dil-labeled exosome from miR-199a over-expressed HK-2 cells and the biochemical index of 
mice, renal fibrosis markers of kidney and Klotho and markers of macrophage phenotype in 
macrophage from renal tissues was measured. Finally, urinary exosomes miR-199a expression 
from diabetes patients with normoalbuminuria and macroalbuminuria was measured. 
Results We found macrophage phenotype markers TNF-a, CD68 (biomarker of M1) increased 
and Arg-1, CD163(biomarker of M2) and Klotho expression decreased in macrophage from renal 
tissues of DKD mice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Exosome from HSA induced HK-2 cells could 
be internalized by THP-1 cells and down-regulated Klotho expression and induced macrophage 
M1 polarization. What’s more we found overexpression of Klotho could induced macrophage M2 
polarization and downregulation of Klotho could induced macrophage M1 polarizatio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nism of how exosome from HSA treated HK-2 down-regulated Klotho thus 
inducing macrophage M1 polarization, we measured miRNAs expression in exosomes which 
targeted Klotho expression and found miR-199a highly expressed in exosomes from HSA treated 
HK-2. What’s more, we found trasnfected HK-2 cells with miR-199a inhibitor prevented exosome 
induced Klotho down-reguation and M1 polarization. Meanwhile, tail vein injection of DM mice 
with exosome from miR-199a over-expressed HK-2 cells down-regulated Klotho expression in 
macrophage from renal, induced M1 polarization and accelerate progression of DKD. Finally, 
miR-199a expression increased in urinary exosomes from diabetes patients with 
macroalbuminuria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 
Conclusions In this research we found macrophage Klotho decreased in the renal of DKD mice, 
decreased Klotho promote macrophage M1 polarization. What’s more, we found down-regulated 
macrophage Klotho may caused by abnormal albuminuria through exosomes miR-199a secreted 
from HK-2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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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9 

A case report of acromegaly first diagnosed  
of diabetic ketoacidosis 

 
Lili Ning,Hanqing Cai,Hong Shen,Lijuan Wang,Mo Li,Maoguang Yang,Yan Cheng,Xiying Fu 

Second Hospital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acromegaly，which is first diagnosed of diabetic 

ketoacidosis and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experience and treatment process. 

Methods The chinical materials of one case of  acromegaly，which is first diagnosed of diabetic 

ketoacidosis, wa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an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patient was referred to our clinic due to diabetic ketoacidosis and had rough skin, 
large head, nose, lip and tongue, mandibular protrusion, etc. So we suspected that she was more 
likely to have acromegaly. After correcting ketoacidosis state, six items of pituitary gland, six 
items of hormone, six items of ACTH-F rhythm test, and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IGF-1)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were abnormal. 3.0 T  pituitary plain scan and enhancement diagnosed of 
pituitary macroadenoma. After giving enough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he patient was 
transferred to neurosurgery for single nostril transsphenoidal pituitary adenoma resection. The 
postoperative routine pathological diagnosis:the results of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pituitary adenoma.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was good, with a 
recent follow-up of FPG being around 7.5 mmol / L  and being around 10 mmol / L  2 hours after 
meal.No recurrence was seen. 

Conclusions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which is first diagnosed of 

diabetic ketoacidosis. It should be qualitatively and locally diagnosed as soon as possible. 
Surgical intervention is the best way to treat most growth hormone tumors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ssessing patient's status. 
 
 

PU-1400 

Association between thyroid nodul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in an iodine-adequate area: 

 a large community-based population study 

 
Yue Su,Jin Xu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yroid nodules(TN) 
and metabolic syndrome(MS) and its components in an iodine-adequate area in China. 
Methods  
After excluding 838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we reviewed data 
from 927 of 1865 participants. Peripheral venou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TSH, 
FT3, FT4, CHOL, TG, LDLC, HDLC, insulin, FBG and so on. In addition, blood pressure(BP), 
including SBP and DBP, was measured three times in five-minute intervals using a 
hamnatodynamometer. Waist circumference(WC) was measured at the midpoint between the low 
costal margin and the iliac crest using the same tape. Besides, ultrasonography was performed 
using a Logiq(GE Healthcare, Waukesha, WI, USA) with a high-frequency linear transducer with 
the participants in a supine position, to test whether they had TNs. 
Results  Adopting MS diagnostic criteria by the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 criteria in 
2005, we found 437 and 490 subjects who were MS positive (MS(+)) and MS negative (MS(-)), 
respectively. The ultrasonography diagnosed 195 individuals with TNs who were MS(+) and 732 
participants without TNs who were MS(-). All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nodule-free 
group and a group of individuals with at least one n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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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ose groups showed that, it showed that the morbidity of TNs in the M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S(-) group (ˉ(X)2= 22.03, p< 0.05). Specifically, the prevalence of 
TNs was 38.29% in the MS(+) group and 17.79% in the MS(-) group. Un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N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MS(p < 0.001, OR= 2.153, 
95%CI 1.557-2.977). After adjusting for gender, we found that TG,HDLC, WC, SBP, DBP, FBG 
and age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N. After adjustment for SBP, DBP and gender, only HDL, WC 
and age were related to TNs (p=0.0023, OR =0.45, 95%CI 0.27-0.75; p=0.0036,OR =1.04, 
95%CI 1.02-1.06;  p< 0.001, OR =1.05,95%CI 1.04-1.07, respectively). Besides, using the fit of 
the curve, shows a 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N with HDLC and WC. 
Conclusions Therefore, we maintain that HDLC is a protective factor and that WC and age are 
risk factors for TN. HDLC was more likely to be a protective factor in females than males, while 
WC was possib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TN in females. 
 
 

PU-1401 

Methimazole-induced 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 

a case report 

 
Haimin Wang,Chenglin Sun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paper reported 1 case of patient with IAS induced by methimazole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disease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linical diagnosis. 
Methods A case report 
Results A 46 year-old woman was diagnosed hyperthyroidism but sudden appearance 
hypoglycemia after methimazole treatment,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results showed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Insulin releas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serum insulin is more than 6945 
pmol/L at 0,60,120 mintune; C-peptid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iabetes related antibodies: 
insulin autoantibodies (IAA) was positiv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was “Methimazole-induced 
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 The patient was advised to discontinue methimazole and given 
oral prednison 5mg 2/d, hypoglycemia occurred occasionally, and twenty days later, no 
hypoglycemia occurred. After 2 month, OGTT showed a marked decrease in insulin levels and 
normal levels of C-peptide and diabetes related antibodies were negative.  
Conclusions 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 IAS is a rare type of hypoglycemia, Methimazole-
induced Insulin Autoimmune Syndrome is more rare. 
 
 

PU-1402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enhances hepatic 
gluconeogenesis by GRK2-mediated AMPK 

hyperphosphorylation at Ser485 in mice 

 
Xiaoyi Qi1,Yanjing Guo1,Yongfeng Song1,Chunxiao Yu1,Lifang Zhao1,Li Fang1,Dehuan Kong2,Jiajun Zhao1,Ling 

Gao1 
1.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 Tai’an City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Increased serum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 is correlated with fasting 
hyperglycaemia.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mains unclear. Because excessive 
hepatic gluconeogenesis is a major cause of fasting hyperglycaemi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FSH increases hepatic gluconeogenesis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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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variectomised mice supplemented with oestradiol (E2) to maintain normal levels of 
serum E2 (OVX+E2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low or high doses of FSH. We knocked out Crtc2, a 
crucial factor in gluconeogenesis, and Fshr to discern their involvement in FSH signalling.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the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GPCR) kinase 2 (GRK2), which could affect 
glucose metabolism and interact directly with non-GPCR components, a specific GRK2 inhibitor 
was used. The pyruvate tolerance test (PTT), quantification of PEPCK and glucose-6-
phosphatase (G6Pase), key enzymes of gluconeogenesis, GRK2 and phosphorylation of AMP-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were examin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gluconeogenesis in the 
liver. A nonphosphorylatable mutant of AMPK Ser485 (AMPK S485A) was transfected into 
HepG2 cells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AMPK Ser485 phosphorylation. 
Results FSH increased fasting glucose (OVX+E2+high-dose FSH 8.18 ± 0.60 mmol/l vs 
OVX+E2 6.23 ± 1.33 mmol/l), the PTT results, and the transcription of Pepck (also known as 
Pck1; 2.0-fold increase) and G6pase (also known as G6pc; 2.5-fold increase) in OVX+E2 mice. 
FSH also enhanced the promoter luciferase activities of the two enzymes in HepG2 cells. FSH 
promoted the membrane translocation of GRK2,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AMPK 
Ser485 and decreased AMPK Thr172 phosphorylation, and enhanced the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cyclic AMP-regulated transcriptional coactivator 2 (CRTC2). GRK2 could bind with AMPK and 
induce Ser485 hyperphosphorylation. Furthermore, either the GRK2 inhibitor or AMPK S485A 
blocked FSH-regulated AMPK Thr172 dephosphorylation and gluconeogenesis. Additionally, the 
deletion of Crtc2 or Fshr abolished the function of FSH in OVX+E2 mice.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SH enhances CRTC2-mediated gluconeogenesis 
dependent on AMPK Ser485 phosphorylation via GRK2 in the liver, suggesting an essential role 
of FSH in the pathogenesis of fasting hyperglycaemia. 
 
 

PU-1403 

Adipose-specific Deletion of Kif5b Exacerbates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a Mouse Model  

of Diet-induced Obesity 
 

ju cui,Jing Pang ,Zai Wang ,Jiandong Huang,Tiemei Zhang 
Beijing hospital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KIF5B (conventional kinesin heavy chain) mediates 
GLUT4 translocation and adiponectin secretion in 3T3-L1 adipocytes, suggesting an involvement 
of KIF5B in the homeostasis of metabolism. However, the in vivo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KIF5B 
in adipose tissue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ological role(s)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KIF5B in adipose.  
Methods Adipose-specific Kif5b knockout mice (F-K5bKO) were generated using the Cre-LoxP 
strategy. The body weight was recorded every week. Glucose tolerance tests were performed on 
16 h fasted mice by i.p. injection of glucose (2mg/g body weight). Insulin sensitivity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5 h fasted mice by i.p. injection with insulin (0.75 U/kg body weight). Tail blood 
glucose levels were monitored by Glucometer. Serum triglycerides, total cholesterol, HDLC, 
LDLC, adiponectin, leptin, resistin, TNF-α, IL-Iβ and insulin were determined using commercial 
kits. Metabolic parameters were monitored using a metabolic cage. For cold tolerance test, the 
body temperature was recorded on conscious mice by a MicroTherma thermometer. Protein 
levels for KIF5b, GLUT4, Akt, Phospho-Akt, InsRβ, Phospho-InsRβ, ACC, FAS, ATGL, tubulin, 
GAPDH, β-actin were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Tissue paraffin sections and cryosections were 
observed by a light microscopy. Ultrathin sections were examined on a Hitachi H-7650B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Quantification of mRNA levels was performed using SYBR 
Fast qPCR Mix. The relative levels of mRNA were determined by a comparative CT method (2-

ΔΔCT). Sigma Stat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which were expressed as the mean ±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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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examined by unpaired two-tailed Student’s t test or one-way 
ANOVA. 
Results F-K5bKO mice had similar body weights to controls fed on a standard chow diet. 
However, F-K5bKO mice had hyperlipidemia and significant glucose intolerance and insulin 
resistance. Deletion of Kif5b aggravated the deleterious impact of a high fat diet (HFD) on body 
weight gain, hepatosteatosis, glucose tolerance and systematic insulin sensitivity. These changes 
were accompanied by impaired insulin signaling, decreased secretion of adiponectin, as well as 
increased serum levels of leptin and proinflammatory adipokines. The F-K5bKO mice fed on an 
HFD exhibited lower energy expenditure and thermogenic dysfunction as a result of whitening of 
brown adipose due to decreased mitochondria biogenesis and down-regulation of key 
thermogenic gene express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selective deletion of Kif5b in adipose tissue exacerbates HFD-
induced obesity and its associ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partly through a decrease in energy 
expenditure, dysregulation of adipokine secretion and insulin signaling. 
 
 

PU-1404 

Serum lipid profile: a potential predictor of prognosis and 
recurrence  of pituitary adenomas 

 
Jianmei Yang,Miaoqing Zhao,Ye jun Qin,Ling Gao,Jiajun Zhao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Pituitary adenomas have abnormal serum pituitary hormone levels. Our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pituitary hormone,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could affect serum levels of 
lipids. Follicular stimulating hormone was correlated with serum cholesterol levels in normal 
menstruating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all pituitary hormones 
are correlated with lipid serum level. Our purpose wa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ipid and and pituitary adenoma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tumor resection on lipid level in serum.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lin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 
was performed. A total of 1095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nd underwent surgery through the 
endoscopic transsphenoidal approach at the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Jinan, China) from 
July 2010 to June 2015.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95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and 
analyzed. For all relapsed patients (n=129), who undergone two surgeries, we focused on the 
serum lipid levels at four check points (pre-first operative, post-first operative, post-first 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post-secondary operative). 
Results Of all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 approximately 75.7% of patients exhibited 
dyslipidemia. The serum lipid level decreased after the pituitary adenoma resection. Our more 
valuable finding is that lipid serum level increased again when pituitary adenoma recurred, and 
the serum lipid level sharp reduced again follow the second operation. Pituitary adenoma easily 
relapsed and the recurrence ratio was higher for pituitary adenoma with dyslipidemia, especially 
TSH+ adenomas, which exhibited a recurrence rate of 19.05% (all accompanied by dyslipidemia 
at pre-operation). The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evel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adenoma size, whereas the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evel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adenoma size, independent of confounding factors. 
Conclusions The decrease of serum lipid level after the pituitary adenoma resection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ipid level and pituitary adenoma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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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5 

Runx1 conditional deletion in osteoprecursors reduces 
 postnatal bone formation due 

 to impaired osteoblast development 

 
Jun Tang1,2,Chen-Yi Tang1,2,Yuan Luo2,Yi-Ping Wang2,Wei Chen2,Hou-De Zhou1,Yi-Ping Li2 

1.Department of Metabolism and Endocrinology，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tabolic Diseases，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 China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School of Medicine， Birmingham， 

Alabama， USA 

 
Objective Runx1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1) is expressed in skeletal elements and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RUNX1 is essential in osteoblast/chondrocyte maturation. Yet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Runx1 regulates osteoblast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postnatal bone formation remain unclear. In this study, through the powerful approach of 
conditional knockout (cKO) for genetic dissection, we are able to reveal multiple functions of 
Runx1 required for skeletal development. 
Methods To target the in vivo function of Runx1 in bone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we conditionally inactivated Runx1 in osteoblast precursors, differentiating chondrocytes, 
osteoblasts, and odontoblasts by crossing osterix (Osx)-Cre mice with floxed Runx1 (Runx1fl/fl) 
mice to generate knock-outs with Runx1 deletion driven by the Osx promoter. Histopathologic 
analysis include radiography and μ-CT to detect bone density for 13-week-old mice femur and 
skull, skeletal staining to detect bone development for newborn mice,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for newborn and 13-week-old mice to detect the number of trabecular bone and 
thickness of cortical bone, ALP staining for ALP activity and osteoblast formation, TRAP staining 
for OC formation and Safranin O staining for cartilage labeling in newborn 
mice.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or immunofluorescence (IF) staining to analyze Runx1, 
Runx2, Osx, Ocn, ColX, PCNA expression in vivo and in vitrol. Serum P1NP was measured by 
ELISA. Calcein double labeling to detect the bone formation for 3-month-old mice.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will be introduced to detect bone formation gene expression. ChIP was performed 
using monoclonal anti-Runx1 antibody and DNA extraction, and qPCR was performed. Luciferase 
activity was measured using a Steady-Glo luciferase assay syste and pSV–β-galactosidase 
activity was measured using a β-galactosidase Enzyme Assay system.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WT mice, the Runx1f/f/Osx-Cre mice have short stature and 
decreased ossification. Runx1f/f/Osx-Cre mice have shortened limbs, decreased bone 
ossification, and disproportionately defective skull, calveria. Runx1f/f/Osx-Cre newborn femur 
have impaired endochondral and decreased osteoblast. Runx1-deficiency affects hypertrophic 
chondrocyte and mineral apposition.Runx1-deficiency affects bone formation in Runx1f/fOsx-Cre 
mice. Runx1-deficiency in primary calvarial cells cultured from Ruxn1f/f Osx-Cre inhibits 
osteoblastogenesis. Runx1 upregulates Osterix expression directly by associating with their 
promoters. 
Conclusions Overall, our genetic dissection approach revealed that Runx1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ostnatal skeletal development and homeostasis in osteoblast, at least 
partially by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Osterix. These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Runx1 in 
postnatal skeletogenesis may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erapies for bone disease like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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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6 

Expression of ApoE Attenuates Differentiation of The White 
Adipose Tissue from ApoE-knockout Diabetic Mice. 

 
Xiaming Pan,Jianmin Ran,Ping Zhu,Ruyi Zhang,Guangshu Chen,Rongshao Tan,Yan Liu 

Guangzhou Red Cross Hospital 

 
Objective What and how the adipose-derived ApoE regulates biological features and lipid 
metabolism in the diabetic adipose tissue remain little known. 
Methods ApoE-/- and wild-typ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ApoE-/- group (EKO); 
streptozotocin (STZ)-induced diabetic apoE-/- group (EKODM); wild-type group(WT); and STZ-
induced diabetic wild-type group (WTDM). Epididymal white adipose tissue isolated from part 
EKODM mice were transplanted into backs of WT mice and WTDM mice respectively, all 
recipient mice were fed with standard chow for 8 weeks. Vital signs, fasting plasma glucose, 
serum triglycerides(TG) and total cholesterol(TC) were measured every 4 weeks. After sacrifice, 
epididymal and transplanted white adipose tissue were harvested from all recipient mice. 
Histomorphologic alterations of adipose tissue were observed. Lipid ingredients of adipose tissue 

were extracted and measured. Genes expression of ApoE、lipoprotein lipase (LPL)、hormone 

sensitive lipase(HSL)、fatty acid synthase(FAS) in adipose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the RT-PCR. 

Results 1)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donor adipocytes size from EKODM→WT and 
EKODM→WTDM mice were both larger than that of EKODM itself. 2) Adipose TG contents of 
EKO and WTDM group were both lower than that of WT group, while EKODM→WT 
transplantation increased TG content but kept TC content unchanged compared with the 
EKODM→WTDM. 3) Adipose tissues of EKODM→WT and EKODM→WTDM group both 
significantly expressed ApoE. 4) Gene expressions of HSL, LPL, and FAS in donor adipose 
tissues from either EKODM→WT and EKODM→WTDM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f 
compared with the EKODM group. 
Conclusions Adipose-derived ApoE may facilitate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in mice, even in a 
diabetic state. 
 
 

PU-1407 

Expression of FSHR in chondrocytes 
 and the effect of FSH on chondrocytes 

 
Dehuan Kong2,1,3,Qingbo Guan2,3,4,Guandong Li5,Wei Xin6,Xiaoyi Qi2,3,4,Yanjing Guo2,3,5,Jiajun Zhao2,3,5,Jin 

Xu2,3,4,Shui Sun5,Ling Gao3,6,4 
1.Taian City Central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3.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ndocrinology and Lipid Metabolism，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4.Institute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Shandong Academy of Clinical Medicine，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5.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6.Scientific Center，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FSHR in chondrocytes;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FSHR mRNA and protein in normal human cartilage tissue and mouse chondrocytes cultured in 
vitro. And the changes of cAMP content in chondrocytes after forskolin stimulation in primary 
chondrocytes of mic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SHR on the surface of chondrocytes has active 
function.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FSH acting on chondr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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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Mouse primary chondrocytes and human articular cartilage tissues wer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and sequence of FSHR mRNA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sequenced, respectively, and its protein expression was tes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location was observed under immunofluorescence microscopy. Ovarian tissue was 
as a positive control. After FSH stimulated mouse chondrocytes, intracellular cAMP levels were 
assessed by ELISA, and gene expression relative to Mouse WNT Signaling Pathway was tested 
by RT² Profiler PCR Arrays.  
Results 1. FSHR mRNA is expressed in primary mouse chondrocytes and human articular 
cartilage,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regions of mouse and human FSH receptor 
(FSHR), three pairs of primers were designed and representative extramembrane (extra), 
transmembrane (trans), and intramembrane (intra) of the FSHR, respectively. FSHR was 
detected at the transcriptional level and confirmed to have the same sequence as that of ovary-
derived mRNA of FSHR. 
2.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of FSHR proteins in primary mouse chondrocytes and human 
cartilage: The proteins of mouse and human samples appeared respectively at 78 kDa with a 
band representing FSHR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control of corresponding ovary tissues.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cellular distribution of FSHR protein in mouse 
chondrocytes. 
3.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hondrocyte FSHR: cAMP reactivity of chondrocytes to FSH. Primary 
mouse chondrocytes isolated from newborn mice were seeded on monolayer. The chondrocytes 
were stimulated with FSH (5, 10, 20 or 40 ng/ml) and forskolin (100 mM) for 5 min, respectively. 
Cell lysates were collected to detect cAMP contents. The total proteins of corresponding each 
well normalized to cAMP contents. Forskolin, as a positive control, evidently elevates the cAMP 
level (P<0.001), but FSH does not change the cAMP content in chondrocytes compared to 
vehicle treatment (IBMX/100 mM). 
A quantitative gene array identifying WNT signaling pathway genes was associated with test 
group FSH factor. There were three genes over-expressed, namely Fos-like antigen 1(Fosl1), 
Ras homolog gene family, member U(Rhou), and Dickkopf homolog 1(Dkk1).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and sequence of FSHR mRNA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sequenced, respectively, and its protein 
expression was tes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location was observed under 
immunofluorescence microscopy. Ovarian tissue was as a positive control. In our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SH failed to significantly stimulate cAMP production in mouse primary 
chondrocyte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To further verify the functionality of FSHR, we 
conducted a PCR-array test. Three up-regulated genes were screened out by Wnt β -catenin 
gene pathway, namely Fos-like antigen 1(Fosl1), Ras homolog gene family, member U(Rhou), 
and Dickkopf homolog 1(Dkk1).  
 
 

PU-1408 

Appraisal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hypothyroidism in pregnancy using 

 the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I 
instrument 

 
Limin Tian,Yuan Fang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ypothyroidism in pregnancy.  
Methods Systematic searches were conducted to identify hypothyroidism in pregnancy 
guidelines published in electronic databases and developers’ websites. Four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eligible guidelines using the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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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II (AGREE II) instrument. Agreement among reviewers was measured using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 The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strength of 
recommendations, and levels of evidence were determined. The software used for analysis was 
SPSS version 12.0. 
Results Nine guideline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were appraised. The scope and purpose 
(65%) and clarity of presentation (70%) domains achieved relatively high scores, whereas the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41%), rigor of development (33%), applicability (36%), and editorial 
independence (31%) domains yielded low scores. 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TA) 
guideline ranked the highest, whereas the 2012 Chinese Society of Endocrinology (CSE) 
guideline ranked the lowest among all the guidelines. The British Thyroid Association (BTA) and 
ATA guidelines were strongly recommended as dependable and helpful references to aid clinical 
decisions for medical providers, whereas the CSE guideline was not recommended. Mos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guidelines were relatively consistent. However, the nine guidelines 
varied with respect to their recommendations on thyroid scanning, dose of levothyroxine (L-T4) 
treatment, and target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 level of L-T4 therapy. 
Conclusions The quality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hypothyroidism in pregnancy is 
highly variable. Additionally, these guidelines ne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especially in the rigor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bility domains. Some 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guidelines, for example,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search 
strategy to include more potential evidence and establishing a standard grading system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evidence. 
 
 

PU-1409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before 
 20 weeks of pregnancy and miscarriage 

 
Limin Tian,Yuan Fang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before 20 weeks of pregnancy 
and miscarriage are still conflicting. This meta-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before 20 weeks of pregnancy and the risk of miscarriage.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NKI、

WanFang 、 CBM databases through January 2018 to identify researches.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ature,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risk of bias of included 
studies. Quality of evidence was assessed per outcome, using GRADE. From the studies 
matched, the relative risk (RR) and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were 
calculated to yield outcomes. And was performed with STATA 12.0 and RevMan5.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4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including 33,640 participants were identified as 
eligible for this meta-analysis. A meta-analysis of 11 researches illustrated that non-treatment 
SCH was related to the risk for miscarriage (Relative Risk [RR]= 1.89, 95%Confidence Interval 
[CI] 1.60–2.24, P < 0.05).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were defined by 
2 kinds of general diagnostic criteria (ATA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specific diagnostic criteria), SCH 

patients in the ATA diagnostic criteria group［RR=2.04, 95%CI (1.66, 2.51), P < 0.05］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miscarriages than those in the specific diagnostic criteria［RR=1.60, 95%CI 

(1.19, 2.15), P < 0.05］. Five researches illustrated SCH pregnant with treatment was also not 

related to the risk of miscarriage［RR=1.14, 95%CI (0.82, 1.57), P = 0.44］. Compared to 

isolated SCH pregnant, SCH patients with thyroid autoimmunity (TAI)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miscarriage［RR=2.69, 95%CI (1.94, 3.73), P < 0.05］. 

Conclusions SCH is a risk factor for abortion before 20 weeks of pregnancy and treatment can 
reduce the rate of abortion. According to the ATA diagnostic standard (serum TSH level >2.5 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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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that can increase the rate of abortion. At present, the specific mechanism that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abortion is not clear,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PU-1410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s 

 
Yanxia J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manuscript is to review the pathogenesi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s. 
Methods Several studies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GDM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s apart from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volved.  
Results The main reason for GDM occurs due to decreased pancreatic β-cell function and 
increased insulin resistance. GDM is the metabolic complication occurring especially in women 
with obesity which isassociated with insulin resistancediabetic. Several studies present th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GDM and genetic ploymorphisms. 
Conclusions The genetic susceptibility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GDM . 
Several genes with some allelic polymorphisms were proposed to be important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DM . As a result of th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DM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s should be studied in detail for different populations. But while conducting such 
studies the genetic heterogeneity in popula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also the 
number of the cases studied, should be as high as possible. 
 
 

PU-1411 

Glycemic variation in uncontrolled Graves’ disease 
patients with normal glucose metabolism:  assessment by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Gu Gao,Feng-fei Li,Yun Hu,Reng-na Yan,Bing-li Liu,Xiao-mei Liu,Xiao-fei Su,Jian-hua Ma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glycemic variation (GV) in uncontrolled Graves’ disease (GD) patients 
with normal glucose metabolism measured by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CGM). 
Methods This was a single centre, open-label, observational study. From Jan, 2017 to Oct, 2017, 
twenty GD patients with normal glucose metabolism and 24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Serum samples were obtained at 0, 30 and 120 min after oral glucose loading for 
glucose, insulin and C-peptide level measurements. Fasting plasma FT3, FT4 and TSH 
concentrations were also detected. All participants were subjected to a 3-day CGM after baseline 
data was collected.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the difference in the mean amplitude of the 
glycemic excursions (MA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subjects, the GD patients had higher MAGE (P<0.01). 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T4 level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the 
MAGE. Interestingly, the GD patients had a significant prolongation in the time to peak glucose, 
especially after breakfast (P<0.01), and the elevation in the incremental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glucose after breakfast till 4-h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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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Uncontrolled GD patients with normal glucose metabolism had a greater GV, which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should be taken at a position aimed at reducing the 
GV. 
 
 

PU-1412 

miR-877-3p induces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apoptosis 
through targeting Bcl-2 in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Meina Zou,Meng Xue,Fang Hu,Yijie Jia,Zongji Zheng,Yanlin Yang,Meiping Guan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Objective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diabetic patients and is the main cause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 in 
western countries. Apoptosis of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The renal proximal tubules, which are susceptible to 
various metabolic and hemodynamic factors, play a key role in apoptosis. And our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iRNAs are associated with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such as miR-30c 
and miR-26a.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search group suggested that through the 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profiles of urine exosom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miR-877-3p in patients with DKD was 4.26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iR-877-3p can affect the progress of IgA nephropathy, 
but also can inhibit cell proliferation.However, there is no study about miR-877-3p in the process 
of DKD.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miR-877-3p i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apoptosis and its mechanism in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Methods miR-877-3p and apoptotic factors were detected in HK2  cells with high glucose and the 
renal cortices of mice with DKD induced by HFD/STZ.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877-3p 
and apoptosis was demonstrated by mice with DKD and cell time gradient assays. Then 
Targetscan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was used to predict that miR-877-3p binds Bcl-2 3’UTR 
region. Also we detect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877-3p and Bcl-2 via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o Bcl-2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HK-2 cells with overexpression of miR-877-
3p. Bax and cleaved caspase3 expression levels were also determined. Apoptosis rate in cells 
with miR-877-3p mimic/inhibitor transfected under high glucose was evaluated by TUNEL 
experienc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miR-877-3p in renal cortex of DM 
group increased obviously at 6W, and further increased at 12W of DKD.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877-3p in HK-2 cell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high glucose stimulation time increasing, 
reaching the peak at 48h. Also Targetscan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showed the binding site of 
miR-877-3p in the 3'UTR region of Bcl-2 gene.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confirmed that miR-
877-3p directly targets the 3'UTR of Bcl-2. HK-2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877-3p mimic down-
regulated Bcl-2 expression,and Bcl-2/Bax decreased severely. We also observed that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877-3p inhibitor up-regulated Bcl-2 expression, and Bcl-2/Bax increased. 
Conclusions In this research, we found that miR-877-3p increased in the kidney of DKD and HK-
2 cells with high glucose.The expression of miR-877-3p in HK-2 cells and the kidney with DKD 
mice was time dependent.Also miR-877-3p significantly aggravated the progression of by 
increasing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apoptosis through down-regulating Bcl-2 in HK-2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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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3 

Glucagon-like peptide-1 improves β-cell dysfunction 
 by suppressing the miR-27a-induced downregulation  

of 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1 

 
Yue Yao,Qiang Li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gulation of GLP-1 on ABCA1 is 
mediated by miR-27a in INS-1 cells. 
Methods The experimen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control group” which used normal 
1640 medium without drug addition for 24h, “GLP-1 group” used 1640 medium with 10nmol/l 
GLP-1(7-36) for 24h, “CHO group” used 1640 medium with 5mmol/l cholesterol for 24h, 
“CHO+GLP-1 group” used 1640 medium containing 5mmol/l cholesterol and 10nmol/l GLP-1(7-
36) for 24h. The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CCK-8. Caspase-3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GLP-1 on cholesterol-induced apoptosis. The alterations of miR-27a and ABCA1 
resulting from incubation with cholesterol or GLP-1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The inhibition and overexpression of miR-27a were establish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 
GLP-1-mediated decrease in miR-27a. Further, Oil red O staining and cholesterol measurement 
were used to detect lipid accumulation. The β-cells function was measured in glucose-stimulated 

insulin secretion. All datas were presented as mean ±SD. 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Results (1) With the increase of cholesterol concentration, cell viability decreased gradually. After 
adding 10 nmol/l GLP-1 (7-36) for 24h, cell viability of CHO+GLP-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ompared with CHO group. (2) The relative activity of caspase 3 in choleste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control group. After incubation with 10 nmol/l GLP-1, the relative 
activity of caspase 3 in CHO+GLP-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CHO group. (3) The 
expression of miR-27a in INS-1 cells decreased after adding 10 nmol/l of GLP-1, no matter with 
or without the treatment of high cholesterol. (4) The expression of ABCA1 in GLP-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control group, and the ABCA1 expression in the CHO+GLP-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CHO group. (5) After transfection of miR-27a mimics, the 
expression of ABCA1 mRNA and protei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expression of ABCA1 
mRNA and protei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ansfection of miR-27a inhibitor. (6) Oil red O 
staining showed a great deal of red lipid droplets were deposited in CHO group, while almost no 
lipid droplets deposited in GLP-1 group.  The level of total cholesterol in GLP-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total cholesterol in CH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the CHO+GLP-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HO group. (7) 
Insulin secretion in GLP-1 treated with 2.8 mmol/l gluco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while insulin secretion in CH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incubating with cholesterol and GLP-1, the insulin secretion of CHO+GLP-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HO group.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16.7 mmol/l glucose, GLP-1 also 
could increase the secretion of insulin and reversed the toxicity of cholesterol on INS-1 cells. 
Conclusions GLP-1 decreased miR-27a expression an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ABCA1 in 
INS-1 cells. GLP-1 could increase cell viability, inhibited caspase 3, reduced cholesterol 
accumulation and protected β-cells function no matter with or without high cholest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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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4 

Positive attitude facilitates glucose control in diabetes 

 
Shaoyun Wang 

Shengli Oilfield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Diabetes control remains a challenging problem regardless of many advances made. 
Stress adds extra burden. Positive attitude promotes health and reduces stress in a fundamental 
basis, and can result in permanent changes in as short as 3 weeks because of neuroplasticity. Its 
impact and contribution to glucose control and diabetes control remain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aim at encouraging patients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explore its impact on 
diabetes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ype 2 diabetic subjects were enrolled,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one test and one control, with 60 subjects for each, well matched for age and diabetes 
control, informed consent form signed and ethical committee review obtained. Blood glucose 
(FBG, 2hr PPG), HbA1c, C peptide, Insulin, and other labs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Positive attitude practice includes confidence, gratitude, adaptable, generous, 
lovable, forgivable, courageous, compassionate, healthy, connected and meaningful, for 3 weeks. 
Other treatment remains the same as that prior to the study.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AS, and compare was between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Sub-
layer analysis is also performed. 
Results Prior to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all the lab values are well matched between two 
groups,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glucose level or HbA1c. With 3 weeks practice, the test 
group had significant decrease with fasting blood glucose, postprandial glucose and HbA1c 
(p<0.01 before vs. after), while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 with fasting 
blood glucose was 1.1±0.3mmol/L, that wit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was 1.2±0.3mmol/L, and 
that with HbA1c was 0.4±0.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fter 3 
weeks is also significant (p<0.05 test vs. control). The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hey practice, the 
better glucose control. Sub-lay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ose practicing gratitude and adaptation 
appeared having even better effect, with more dramatic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postprandial 
glucose control.  
Conclusions Practicing positive attitud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glucose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especially when it is practiced on regular basis. It should be strongly encouraged. 
More detailed study at the sub-layer level shall be continued and extended to a larger patient 
population, to warrant more helpful information on a personal basis. Future study will focus on 
combin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our precision medicine study collaborated with pubmed, to push 
personal medicine to an upper level.   
 
 

PU-1415 

H-score of CYP11B2 in Histologic Diagnosis of 
Aldosterone-Producing Adenoma 

 
ting luo,Yi Yang,Ying Song,Jinbo Hu,Linqiang Ma,Fifu Li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YP11B1 and CYP11B2 IHC in the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APA 
Methods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 included 85 cases of APA and 140 cases of other common 
cause of adrenal nodules as control (non-APA group), including 60 cases of cortisol producing 
adenoma (CPA), 30 cases of non-hyperfunctioning adenoma (NHFA), 15 cases of 
pheochromocytoma and 15 cases of myelolipoma.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s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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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nti-CYP11B1 and anti-CYP11B2 antibodies on paraffin-embedded sections in all cases 
examined and the immunoreactivity of steroidogenic enzymes were qua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McCarty’s H-score system in a double-blind fashio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Results The H-score of CYP11B1 immunoreactivity in APA group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on-APA group [(160.00(127.50,193.50)vs 190.00(133.50,230.00)], p= 0.224); The H-score 
of CYP11B2 immunoreactivity in APA group i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non-APA group 
(164.0(129.38,195.00) vs 5.0(0.00,33.75), p<0.01). Th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s curve (AUC) of the H-score of CYP11B1 immunoreactivity were 0.602 (95% CI, 
0.518 to 0.681). Th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s curve (AUC) of the H-score of 
CYP11B2 immunoreactivity were 0.970 (95% CI, 0.928 to 0.991). Optimal cut-off for the H-score 
of CYP11B2 immunoreactivity is 87.5, with a sensitivity of 87.23% (95% CI: 78.8%, 93.2%) and a 
specificity of 100% (95% CI: 93.3%, 100%).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CYP11B2 IHC it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APA. A high H-score of CYP11B2 immunoreactivity could 
effectively differentiate APA from other common causes of adrenal nodules.  
 
 

PU-1416 

Elevated plasma asprosin associated with the abnormal 
glucose metabolism, lipid and sex-related hormones 

profiles in female: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Min Long1,Xing Li1,Jun Wu2,Hua Hu2,Hongting Zheng1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a novel hormone enriched in white adipose tissue, blood asprosin level abnormally 
increases in mammals with insulin-resistant (IR). And it has been well known that IR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some metabolic 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poly 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and so on. Moreover,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increased asprosin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fasting glucose and triglyceride of T2DM. 
Howev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ole of asprosin in PCOS patients, and its potential 
connective role between T2DM and PCOS remains unavailable.  
Methods 160 female volunteers hav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66 healthy controls, 53 
patients with T2DM and 41 patients with PCOS. Basal clin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blood 
pressure (BP), waist to hip ratio (WHR), body mass index (BMI) etc, were recorded. And plasma 
asprosin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via ELISA (abx257694, Abbexa). Meanwhile,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FPG),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 (HbA1c), fasting blood insulin (FBI), prolactin 
(PRL), sex hormones, sex hormone binding globulin (SHBG), lipid profiles and other biochemical 
indicators have also been detecte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HOMA) -β and -IR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β cell function and IR,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euglycaemic-
hyperinsulinaemic clamp test (EHCT) were conducted.  
Results Our data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t higher plasma asprosin levels in T2DM female 
comparing with healthy subjects (P < 0.001)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PG, HbA1c and HOMA-
IR (P < 0.05),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OMA-β (P < 0.01). Meanwhile, we found the 
plasma asprosin levels in PCOS female are also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subjects (P < 0.001), 
but lower than in T2DM (P <0.05). Moreover, similar with T2DM, the plasma asprosin 
concentrations in PCO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BI, HbA1c, HOMA-IR and insulin levels of 
EHCT. Interestingl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asprosin, lipid profiles and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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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hormones. For example, asprosin in female with PCO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 (LDL-c), apolipoprotein B (APOB), and testosterone (P < 0.05), as well 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L, SHBG (P < 0.05). In addition,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lasma asprosin concentration acts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females with 
T2DM and PCO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e correlation of increased plasma asprosin levels and 
blunted glucose metabolism, abnormal lipid and sex-related hormones profiles in female. Our 
results support that asprosin might be a predictive factor for the females with metabolic 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T2DM and PCOS, and further massive prospective studies need to b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clinic significance of asprosin in thos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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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female: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Min Long1,Xing Li1,Jun Wu2,Hua Hu3,Hongting Zhe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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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a novel hormone enriched in white adipose tissue, blood asprosin level abnormally 
increases in mammals with insulin-resistant (IR). And it has been well known that IR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some metabolic 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poly 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and so on. Moreover,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increased asprosin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fasting glucose and triglyceride of T2DM. 
Howev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ole of asprosin in PCOS patients, and its potential 
connective role between T2DM and PCOS remains unavailable.  
Methods 160 female volunteers hav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66 healthy controls, 53 
patients with T2DM and 41 patients with PCOS. Basal clin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blood 
pressure (BP), waist to hip ratio (WHR), body mass index (BMI) etc, were recorded. And plasma 
asprosin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via ELISA (abx257694, Abbexa). Meanwhile,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FPG),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 (HbA1c), fasting blood insulin (FBI), prolactin 
(PRL), sex hormones, sex hormone binding globulin (SHBG), lipid profiles and other biochemical 
indicators have also been detecte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HOMA) -β and -IR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β cell function and IR,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euglycaemic-
hyperinsulinaemic clamp test (EHCT) were conducted.  
Results Our data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t higher plasma asprosin levels in T2DM female 
comparing with healthy subjects (P < 0.001)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PG, HbA1c and HOMA-
IR (P < 0.05),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OMA-β (P < 0.01). Meanwhile, we found the 
plasma asprosin levels in PCOS female are also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subjects (P < 0.001), 
but lower than in T2DM (P <0.05). Moreover, similar with T2DM, the plasma asprosin 
concentrations in PCO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BI, HbA1c, HOMA-IR and insulin levels of 
EHCT. Interestingl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asprosin, lipid profiles and sex-
related hormones. For example, asprosin in female with PCO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 (LDL-c), apolipoprotein B (APOB), and testosterone (P < 0.05), as well 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L, SHBG (P < 0.05). In addition,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lasma asprosin concentration acts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females with 
T2DM and P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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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e correlation of increased plasma asprosin levels and 
blunted glucose metabolism, abnormal lipid and sex-related hormones profiles in female. Our 
results support that asprosin might be a predictive factor for the females with metabolic 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T2DM and PCOS, and further massive prospective studies need to b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clinic significance of asprosin in those diseases. 
 
 

PU-1418 

p62 deficiency leads to hypogonadism and infertility via 
pituitary functions loss in young female mice before 

metabolic disorders onset 

 
Min Long1,Xing Li1,Xuefeng Tang2,Hua Hu3,Hongting Zheng1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62 is an essential protein adaptor that fine-tunes numerous biological processes by 
autophagy or related cell signaling pathway.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p62 loss lead to 
mature-onset metabolic disorders including obesity, diabetes and fatty liver in adult mice; and 
those metabolic diseases are close to reproductive dysfunction of younger female, such as PCOS. 
However, whether p62 directly participates in reproductive abnormalities or by indirect effect, 
such as metabolic disorder is not clear. 
Methods The metabolism and reproductive function of younger (8 weeks) p62 deficient female 
mice was observed, and hypothalamus-pituitary-ovary axis was evaluate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upstream mechanisms.  
Results We found that although p62 deficiency rarely exposes obvious metabolic influences 
during younger stage of female mice, the deteriorative reproductive function has exhibited, such 
as attenuated breeding success rate and number of pups per litter. In particular, genetic deletion 
of p62 causes impaired estrous cycle, thread-like atrophied uteri and low-weight ovary with the 
lack of corpus luteum, failure of folliculogenesis and ovulation. Next, the low levels of plasma sex 
steroid hormone estradiol and gonadotropic luteinizing hormone (LH) have also been detected. 
Furthermore, defected steroidogenesis signaling including decreased StAR and P450scc in p62 
KO ovary reveals reduced cholesterol-to-pregnenolone transition, meanwhile, increased Lhcgr 
mRNA expression in ovarian suggests a compensatory reaction. Consistent with lower serum LH 
leve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RNA expression of Lhb as well as slightly reduced Fshb also were 
found in the pituitary of p62 KO female mice. In addition, the elevated expression of Kiss1 mRNA 
in hypothalamus might discover the compensatory for pituitary function loss.  
Conclusions This suggests p62 loss induced infertility and hypogodanism are predominately 
caused by pituitary dysfunction.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vital role p62 of pituitary on reproductive 
function in younger individuals, and this effect might be the direct consequence rather than by 
metabolic disorders induced by p62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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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p62 is an essential protein adaptor that fine-tunes numerous biological processes by 
autophagy or related cell signaling pathway.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p62 loss lead to 
mature-onset metabolic disorders including obesity, diabetes and fatty liver in adult mice; and 
those metabolic diseases are close to reproductive dysfunction of younger female, such as PCOS. 
However, whether p62 directly participates in reproductive abnormalities or by indirect effect, 
such as metabolic disorder is not clear. 
Methods The metabolism and reproductive function of younger (8 weeks) p62 deficient female 
mice was observed, and hypothalamus-pituitary-ovary axis was evaluate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upstream mechanisms.  
Results We found that although p62 deficiency rarely exposes obvious metabolic influences 
during younger stage of female mice, the deteriorative reproductive function has exhibited, such 
as attenuated breeding success rate and number of pups per litter. In particular, genetic deletion 
of p62 causes impaired estrous cycle, thread-like atrophied uteri and low-weight ovary with the 
lack of corpus luteum, failure of folliculogenesis and ovulation. Next, the low levels of plasma sex 
steroid hormone estradiol and gonadotropic luteinizing hormone (LH) have also been detected. 
Furthermore, defected steroidogenesis signaling including decreased StAR and P450scc in p62 
KO ovary reveals reduced cholesterol-to-pregnenolone transition, meanwhile, increased Lhcgr 
mRNA expression in ovarian suggests a compensatory reaction. Consistent with lower serum LH 
leve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RNA expression of Lhb as well as slightly reduced Fshb also were 
found in the pituitary of p62 KO female mice. In addition, the elevated expression of Kiss1 mRNA 
in hypothalamus might discover the compensatory for pituitary function loss.  
Conclusions This suggests p62 loss induced infertility and hypogodanism are predominately 
caused by pituitary dysfunction.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vital role p62 of pituitary on reproductive 
function in younger individuals, and this effect might be the direct consequence rather than by 
metabolic disorders induced by p62 deficiency. 
 
 

PU-1420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Ginsenosides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for Diabetes 

 
Litao Bai,Jialiang Gao,Fan Wei,Jing Zhao,Danwei Wang,Junping Wei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Ginseng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preciou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Ginsenosides, as 
the main extract of ginseng, have anti-diabetic effects. Ginsenosid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n adjunct to diabetes. In this review, the underlying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e 
anti-diabetic effects of ginsenosides were concluded.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for articles on ginsenoside-related diabetes from Dec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7. The following search terms were used: Ginsenoside [All Fields] OR 
“ginsenosides” [MeSH Terms] AND (“diabetes mellitus” [MeSH Terms]) OR (“diabetes” [Al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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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llitus” [All Fields]) OR“diabetes mellitus” [All Fields] OR “diabetes” [All Fields] 
OR“diabetes insipidus” [MeSH Terms] OR (“diabetes” [All Fields] AND “insipidus” [All Fields]) OR 
“diabetes insipidus” [All Fields]) AND (“2012/12/10” [PDAT]: “2017/12/08” [PDAT]) AND 
(“2012/12/10” [PDat]: “2017/12/08” [PDat]). No languagelimitations were applied to the search 
Results we screened 77 articles,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were excluded: article type did not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hree articles); study medicine is not ginsenoside extracted from 
the ginseng, or contains other Chinese ingredients (25 articles);the researched disease is not 
diabetes or diabetic complications(11 articles). After exclusion of the above 39 articles, we 
included 
38 articles. Sixteen types of ginsenoside were found to have anti-diabetic effects, namely 
ginsenoside Rg1, Rg3, Rg5, Rb1, Rb2, Rb3, compound K, Rk1, Re, ginseng total saponins 
(GTS), malonyl-ginsenosides (MGR), Rd, Rh2, F2, and protopanaxadiol (PPD) and 
protopanaxatriol (PPT)-type saponins. 
In vivo and in vitro tests revealed the potential of ginsenoside Rg1, Rg3, Rg5, Rb1, Rb2,Rb3, 
compound K, Rk1, Re, ginseng total saponins, malonyl ginsenosides, Rd, Rh2,F2, 
protopanaxadiol (PPD) and protopanaxatriol (PPT)-type saponins to treat diabet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diabetic nephropathy, 
diabetic cognitive dysfunctio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ith fatty liver disease, diabetic cerebral 
infarctio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and diabetic erectile dysfunction. Many effects are attributed 
to ginsenosides, including gluconeogenesis reduction, improve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glucose 
transport, insulinotropic action, islet cell protection, hepatoprotective activity,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myocardial protection,lipid regulation, improvement of glucose tolerance, antioxidation, 
improvement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regulation of gut flora metabolism, neuroprotection, anti-
angiopathy, 
anti-neurotoxic effects, immunosuppression, and renoprotection effect. The molecular targets of 
these effects mainly contains GLUTs, SGLT1, GLP-1, FoxO1, TNF-α, IL-6, 
caspase-3, bcl-2, MDA, SOD, STAT5-PPAR gamma pathway, PI3K/Akt pathway, AMPK-JNK 
pathway, NF-κB pathway,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Rg1, Rg3, Rb1,and compound K 
demonstrated the most promising therapeutic prospects as potential adjuvant medic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Conclusions Ginseng has a therapeutic effect on DM.Ginsenosid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ginseng. The mechanism of ginsenosides in treating diabetes is worth 
studying. Ginsenosides has multiple targets to treat diabetes and diabetic complications  in vitro 
and in vivo tests. Rg1, Rg3, Rb1 and Compound K have the most promising therapeutic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as an adjuvant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The 
bioavailability of ginsenosides in the human body needs to be improved. More clinical trials are 
needed.  
 
 

PU-1421 

Targeting Mitochondrial Dynamics by Regulating Mfn2 f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i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Lang Hu1,Daishi Tang2,Huishou Zhao1,Feng Fu1 

1.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Objective Clinical observations have demonstrated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DCM) is associated 
with abnormal mitochondrial dynamics in patients. However, whether abnormal mitochondrial 
dynamics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CM is still unknow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tochondrial dynamic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CM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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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bese-diabetic (db/db) and lean control (db/+) mice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Mitochondrial dynamics was analyz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in vivo and by 
confocal microscope in vitro. Cardiac function was determined by echocardiography. 
Results Diabetic hearts from 16-week-old db/db mice exhibited excessive mitochondrial fission 
and reduced expression of Mfn2 (a mitochondrial fusion-related protein),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expressions of other mitochondrial fission-related proteins (Drp1 and 
Fis1) and fusion-related proteins (Mfn1 and Opa1) between diabetic and control hearts. The 
reconstitution of Mfn2 in diabetic hearts significantly prevented mitochondrial fission and inhibited 
the progression of DCM, as evidenced by improved cardiac function and re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 The knockdown of Mfn2 by shRNA in normal hearts resulted in mitochondrial fission 
and cardiac dysfunction. Moreover, our in vitro data show that the cardiomyocytes cultured in 
high glucose and high fat (HG/HF) exhibited significant mitochondrial fission and decreased mfn2 
expression. The reconstitution of Mfn2 prevented mitochondrial fission, restore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suppressed oxidative stress and increased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 HG/HF-
treated cardiomyocytes. PGC-1α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in the diabetic myocardium in 
mice and in HG/HF-treated cardiomyocytes paralleling Mfn2 down-regulation.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GC-1α directly bound to the Mfn2 promoter and 
increased Mfn2 transcription.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provide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Mfn2 down-regulation in diabetic hearts 
results in mitochondrial fiss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CM, suggesting that 
targeting mitochondrial dynamics by regulating Mfn2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DCM. 
 
 

PU-142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β-cell fun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in overweight PCO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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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research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β-cell function and the 
cardiovascular risk biomarker in overweight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women. 
Methods  A total of 311 overweight PCOS women who visited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from April, 2016 to September, 2017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ult of insulin release test (INS), HbA1c,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blood lipid levels a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Homeostatic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pancreatic β-cell function (HOMA-B), Matsuda index, insulinogenic index 
(IGI), modified β-cell function index (MBCI), InsAUC 30, InsAUC 120, serum insulin level at 30 
minutes in INS to fasting serum insulin level ratio (30’INS/FINS) were calculated.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insulin release characteristic of 
overweight PCOS women and their cardiovascular risk biomarkers. 
Results After adjusting age and BMI, HOMA-IR was positive related to blood pressure (BP), 

heart rate (HR) and triglyceride (TG)(r=0.174~0.233，P＜0.05), negative related to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C) (r=-0.228, P＜0.05). HOMA-B was negative related to HDL-C (r=-0.162, 

P=0.004), but showed no relationship to other biomarkers. IGI showed a moderate negative 

correlation only to blood pressure (r=-0.103~-0.114,P＜0.05). Matsuda index and 30’INS/FIN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BP, HR and TG (r=-0.108~-0.489,P ＜ 0.05),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HDL-C (r=0.122-0.210, P＜0.05).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ere found in MBCI, 

InsAUC 30, InsAUC120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bio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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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mong overweight PCOS women, insulin resistance may aggravate the cri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order. Women who had better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stronger early phase 
insulin releasing capacity may have a lower cardiovascular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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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ex-specific modulation of β-adrenergic receptor (AR) stimul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ardiac function and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heart disease, including aging.  However, the sex 
and aging influence on cardiac b3-AR subtypes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Their 
effects on β1-AR have yielded mixed results. Virtually no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sex and 
age related changes on the functional cardiac β3-AR. We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at sex 
differences exist in aging-induced contrast changes in myocyte β1- and β3-AR. Aged male may 
exhibit a greater selective β1 down-regulation with more pronounced decline of β-AR reserve. 
Methods  Left ventricle (LV) myocytes were obtained from young (Y) (6 mo) and aged (A) (24 mo) 
groups (6/group) of male (M) and female (F) wild-type mice. We simultaneously compared LV 
myocyte protein levels of β1-, β2-, and β3-AR, and the response of cell contractile function 
(dL/dtmax) to β-AR subtype stimulation by random exposure of myocytes to ISO (10-8 M) or a 
selective β1-, β2-, or β3-agonist, Norepinephrine (NE, 10-7 M), Zinterol (ZIN,10-5 M) and BRL-
37,344 (BRL,10-8 M), respectively. 
Results In Y mice, no sex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myocyte protein levels of β1 (YM: 0.73 vs YF: 
0.74), β2 (0.28 vs 0.29) and β3-AR (0.19 vs 0.17). Consistently, there were similar increases in 
dL/dtmax in response ISO (YM: 73%, 209.5 vs121.1; YF: 72%, 210.7 vs122.5 mm/s), NE (48% vs 
45%), ZIN (20% vs 18%) and decrease to BRL (7.9% vs 8.1%). Compared with sex-matched Y, 
in both AM and AF, aging caused a ~58%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β3 (AM: 0.30 vs AF: 0.27) and 
slightly reduced β2 (11% vs 6%) (P=NS). Aging caused ~30% decline in basal cell contractility. 
No sex differences in dL/dtmax of aging myocyte response to ZIN (increased AM: 17% vs AF: 
20%), and BRL (decreased 19% vs 21%). However, in AM, β1 decreased 33% (0.4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AF (26%, 0.55). Compared with AF, in AM, ISO caused 
significantly less increase in dL/dtmax (34% vs 48%) accompanied by attenuated NE-mediated 
increase in dL/dtmax (17% vs 26%). 
Conclusions Aging is associated with LV myocyte β1-AR down-regulation and β3-AR up-
regulation. Sex affects age-related β1-AR down regulation, with males exhibiting more profound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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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re Case of Cushing’s Syndrome Due to Bilateral 
Adrenocortical Adenomas 

 
Lili Wu,Shi Bu,Yao Wang,Ying Shuai,Jinping Zha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Objective Repor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ne rare case of Cushing's syndrome 
caused by bilateral adrenocortical adenoma. 

Methods Collect the history, biochemistry, imaging data and adrenal vein 
sampling(AVS) results of 1 case of Cushing syndrome caused by bilateral adrenal 
adenoma in our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the patient was followed up for a 
long time to evaluate the adrenal function after the adrealectomy. 
Results The 55-year-old woman was admitted to the our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with complaint of moon face, increased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and high blood 
pressurefor3years.The hormonal examination revealed high levels of urinary free cortis
ol (239µg/day; normal range, 11.280.3 µg/day). There was no circadian variation in ser
um cortisol levels (19.69 µg/dL at 8 am and 20.8 µg/dL at 0am) and plasma ACTH were 
repeatedly undetectable (< 1.0 pg/mL;   normal range, 7.2-
63.3 pg/mL).Plasma cortisol levels were not suppressed after the low 
dose overnight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s (19.18 µg/dL after 1 mg of dexameth
asone). The diagnosis of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independent Cushing 
syndrome(CS)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two-day low dose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Adrenal CT showed bilateral adrenal tumor, larger one was on the 
right side and 2.1cm*1.7cm in diameter. AV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laterality of excessive cortisol secretion. AV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tisol ratio of 
the left adrenal vein (205.4ug/dl) to the peripheral vein (15.7ug/dl) was greater than 6, 
suggesting the hypersecretion function of the left adrenal tumor. However, the 
cortisol level from the right adrenal vein was 25.51ug/dl, implying the intubation into 
the right adrenal vein was not successful. So it is not enough to determine dominant 
secretory side. To preserve adrenal function, the right adrenal tumor (larger one) was 
resected, laparoscopically, whereas the left adrenal gland was totally retained. The 
pathological data demonstrated the right adrenocortical adenoma. The 8am cortisol 
was detected to be 8.48ug/dl 1st day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the level of ACTH was 
still undetectable. One week after the operation, we performed the 1mg overnight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The serum cortisol was 3.20ug/dl after intake of 
the drug, which was not suppressed to less than 1.8ug/dl, suggesting that the left 
adenoma was still hypersecreted. Even so, sh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symptoms of 
nausea and fatigue. Then she take maintenance doses of predinisone(5mg/day) and 
the symptoms were relieved. In addition, her Cushingoid features disappeared after 
adrenalectomy, and she became normotensive in the postoperative period, and 
antihypertensive drugs were gradually tapered. She is being followed by the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outpatient division every month. And the current 
serum cortisol level was 5.83ug/dl, measured four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still 
lower than normal range, whereas the ACTH level increased to 6.39pg/ml.  And the 
patient should be followed up for a long time to evaluate the secretory capacity of the 
left ade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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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For the reported cases of Cushing syndrome caused by bilateral adrenal adenoma, 
the literature mostly advise the resection of the unilateral adenoma along with the most part of 
same side of the adrenal gland. However, in our case, after the resection of the larger side of the 
adenoma, the symptoms and signs were all relieved and the symptoms of adrenal insufficiency 
were given with low dose of hormone replacement, suggesting that the larger side adenoma was 
the dominant side for cortisol secretion. AVS examin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explore how 
to determine the dominant secretory side of Cushing's syndrome in these cases. And for patients 
without conditions for AVS, the resection of larger adenoma may be an option of treatment in 
such rare cases. 
 
 

PU-1425 

The Impact of Diabetes Lecturers on Diabetes Mellitus’ 
Fasting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Minghui Liu 

Nanchong No. 5 People' s Hospital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rovement of mellitus’ fasting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after taking part in the health lectures and prove th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abetes 
mellitus’ mental health and treatment. 
Methods Choose 80 diabetes mellitus from Jan. 2017 to Dec. 2017, comparing their fasting 
glucose and HbA1c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ctures with that of one year later. 
Results The result indicates a decrease of 2.6mmol/l(mol per liter) of fasting glucose and 1.2%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diabetes mellitus loyal in listening to the health lectures have become more 
broad-minded and have better treatment compliance. They also have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could reduce depression. This strategy is 
desirable to be implemented in diabetes treatment. 
 
 

PU-1426 

Gender difference in terms of insulin doses to maintain 
glycemic control in longstanding type 2 diabetic patient 

 
Maoyuan Chen,Jianhua Ma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is unknown if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sulin doses required to maintain glycemic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longstanding type 2 diabetes (T2D).  The single-center, open and 
prospective trial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required similar 
insulin doses for glycemic control. 
Methods A total of 101 T2D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between February, 2013, and December, 
2015 in Nanjing First Hospita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ir gender. 
All patients received 7-day continuous subcutaneous insulin infusion (CSII) therapy for achieving 
glycemic control. Then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 was performed. Patients were 
switched to pre-mixed insulin analogue thrice-daily for the second week. The patients were then 
subjected to 3-day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CGM) at the endpoint. Primary outcome was 
the differences in insulin doses required by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to maintain glycemic control 
at the endpoint.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24-hrs mean glucose concentrations and 24-hrs mean 
amplitude of glycemic excursions between groups at the endpoint. Male patients had 2 tim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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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of hypoglycemia,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was insignificant. However, male patients 
needed significantly lowe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insulin doses at the endpoint compared to 
female patients (all P<0.05). Our data showed that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had similar HOMA-B 
values. However, male patients had the significant induction of Matsuda index (P<0.05) and 
reduction in HOMA-IR (P<0.05) compared with female patients.  
Conclusions Male patients with longstanding T2D may require lower insulin doses maintaining 
glycemic control compared to female patients. 
 
 

PU-1427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a lower post-
prandial glucose are better response to continuous 

subcutaneous insulin infusion therapy 

 
Fengfei Li,Jianhua Ma 
Nanjing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o identify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ic (T2D) patients who are better response to 
continuous subcutaneous insulin infusion (CSII) therapy with regards to the improvement in b cell 
function.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s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he trial 
included a screening period to collect baseline parameter values, a 2± weeks treatment period, 
and a 4-day CGM period. After screening, enrolled subjects randomized 1:1 to the metformin 
add-on CSII therapy. Metformin was administered 500 mg thrice-daily. The total daily insulin dose 
was 0.4 IU/kg which was given in two injection modes: 1/3 of total daily dose was equally given 
as bolus with three meals, and the remaining insulin was given as a basal dose. All patients were 
subjected to a 4-day retrospective CGM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wo weeks treatment. The primary 
endpoint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creased incremental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C-Peptide leve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aseline. 
Results Recruited subjects were admitted as inpatients and achieved glycemic control within 
3.8±1.1 days. Eighty three (84%) patients had improvement in C-Peptide levels, and 16 (16%) 
patients did not show any change in C-Peptide levels. On Pearson analysis, only the incremental 
AUC of glucose concentration (from 0700 to 1000) and baseline C-Peptide concentration at 30 
min after glucose loading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incremental AUC of C-Peptide 
levels. 
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newly diagnosedT2D patients who are better response to 
CSII therapy with regards to the improvement in b cel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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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8 

Elevated Thyroglobulin level is associated with dysfunct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in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ar 

 
Yun Hu,Na Li,Xiaoming Mao 

Nanjing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It is known that thyroid nodules are usually accompanied by elevated thyroglobulin 
(Tg)  level and 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s (AITD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g and 
AITDs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dysfunct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ITDs.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g on the function of Tregs in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Methods  The functions of Tregs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thyroid tissues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effects of Tg on the function of Tregs were also assessed in 
health donors in vitro. The function of Tregs was defined as inhibitory effect of Tregs on the 
effector T cell (CD4+ CD25- T cell) proliferation rate.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TG in peripheral bloo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hibitory function of Tregs (R = 0.398, P = 0.03), and the Tregs funct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lined in high Tg group (TG>77μg/L) compared with low Tg group (11.4±3.9% vs. 27.5±3.5%，
P<0.05). Compared with peripheral blood, the function of Tregs in thyroid was significantly 
declined (P < 0.01), but the proportion of Tregs in thyroid were increased (P < 0.01). Furthermore, 
a high level of Tg (100 μg/mL) could inhibit the function of Tregs, and down-regulate FOXP3, 
TGFB3 and IL-10 mRNA expression in Tregs in vitro. 
Conclusions Elevated Tg level could impair the function of Tregs, which might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AITDs in patient with thyroid nodules. 
 
 

PU-1429 

Insulin secretion and diabetes regulated by dynamic 
deneddylation of Cullin Ring E3 ubiquitin ligases 

 
Feng Rao,Lin Hong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STech 

 
Objective Two tightly-linked and co-evolving hallmarks of obesity and diabetes are insulin 
resistance and hyperinsulinemia, the cause and consequence between them remain a subject of 
much discussion. Hyperinsulinemia is conventionally considered as compensatory feedback to 
overcome resistance. To probe whether hyperinsulinemia can also precede insulin resistance, 
here we characterized mice with mutation in the deneddylase COP9 Signalosome (CSN), an 
enzyme catalyzing the removal of Nedd8 modification on Cullin Ring E3 ubiquitin ligases (CRL). 
Methods We first used x-ray crystallography to identify the regions critical for CSN to interact with 
its substrate CRL. We used CRISPR-Cas9 technique to mutate a critical K70 residue on CSN to 
E and analyzed the glucose, insulin, ITT, GTT and insulin secretion parameters in mice or 
pancreatic islet in vitro. Western bloting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neddylation status of CRL and 
to identify critical CRL ubiquitylation substrates mediating its effect in insulin secretion and obesity 
development. 
Results CSN mutant mice with disrupted CRL binding are unable to deneddylate CRL, this leads 
to aberrant CSN-CRL4COP1-ETV5 signaling axis, and consequently enhanced insulin vesicle 
secretion, hyperinsulinemia, insulin resistance, and aggravated obesity and diabetes under high-
fat diet (HFD). CRL neddylation inhibitor normalizes insulin levels and body weight of Csn2WT/K70E 
mice and attenuates HFD- or leptin deficiency (ob/ob)-induced obesity and diabetes.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904 

 

Conclusions In mice with disrupted CRL E3 ligase regulation by CSN,  augmented insulin 
vesicle release and hyperinsulinemia can cause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tance. Mild suppression of 
hyperinsulinemia by inhibiting CRL hold therapeutic promise in treating obesity and obesity-
induced diabetes. 
 
 

PU-1430 

Interleukin-36α and CD4+IL-36α+T cells are Involved  
in Graves’ Disease through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Qiuming Yao1,Jinan Zhang2 

1.Jin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Affiliated Zhoupu Hospital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IL-36α in Graves' disease 
(GD) and elucid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IL-36α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D.  
Methods  We recruited a total of 99 newly onset GD, 25 refractory GD patients and 63 normal 
controls (NC) in this study and gathered the peripheral venous blood from all subjects.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and sera were extracted and separated. IL-36α mRNA 
expression in PBMCs was examined using real time-PCR. The concentration of IL-36α in serum 
was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percentage of CD4+IL-
36α+T cell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IL-36α expression in thyroid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PBMCs of GD and NC were cultur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recombinant 
human IL-36α and IL-2 or IL-2 alone for 24 hours, the levels of IFN-γ, TNF-α, IL-6 and IL-17A 
mainly secreted by Th1, Th2 and Th17 cells in the culture supernatants were detected by 
cytokine array. 
Results IL-36α mRNA expression in newly onset G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in 
refractory GD patients and NC group (P=0.017; P=0.010 respectiv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refractory GD patients and NC group (P>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L-36α mRNA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RAb in newly diagnosed GD group 
(P=0.029, r=0.500).The IL-36α concentration of newly diagnosed G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refractory GD patients and NC group (P=0.010; P=0.007 respectivly). The 
percentage of CD4+IL-36α+T cells in newly onset G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C group (P=0.030).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confirmed the expression of IL-36α in GD 
lesioned thyroid tissues. In GD group, recombinant human IL-36α stimulation resulted in 
increment of INF-γ, TNF-α, IL-6 and IL-17A protein (P=0.015; P=0.016; P=0.039; P=0.017 
respectivly) in the PBMCs culture supernatants. But these cytokines in culture supernatants of 
PBMCs from NC group presented an increased trend withou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IL-36α and CD4+IL-36α+T cells were up-regulated in GD. IL-36α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D through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INF-γ, TNF-α, IL-6 and IL-17A which are the pathogenic factors of GD. IL-36α 
may provide a new i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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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1 

Etiological spectrum and change pattern in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stalk thickness 

 
Xiang Zhou,Huijuan Zhu, Feng Feng,Hui You,Yong Yao,Xin Lian,Hui Pan,Zhiyong Liang,Jian Su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etiological spectrum of pituitary stalk thickness (PST) is broad, but pathological 
samples from pituitary stalk are rarely obtained, thus presenting a diagnostic challenge. This 
study was to summarize etiologies of PST and the natural change pattern of indistinguishable 
PST.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321 patients with MRI confirmed PST seen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May 2017 were included.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onset symptoms, laboratory tests, imaging study, operative and patholog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Cox-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pontaneous remission rate of indistinguishable 
PST, adjusted by age, gender, lesion extension, initial pituitary stalk A-P diameter and size 
change of first MRI.  
Results of the 321 patients, with female-to-male ratio 1.24:1, 33.3%were pediatric patients 
younger than 21 years. Diabetes insipidus was the onset symptom in 68.8% patients. 57.6% 
patients had at least one anterior pituitary hormone deficit. Lesion expanding to pituitary gland 
and/or hypothalamus had higher risk of hypopituitarism. Adjusted OR of panhypopituitarism 
associated with hypothalamus involvement was 7.3 (95% CI 3.0-17.8, p<0.001). Of the 137 
(42.7%)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diagnoses, neoplasm (n=75, 54.7%), infiltration (n=42, 30.7%) 
and congenital anomalies (n=16, 11.7%) were the leading causes. Intracranial germ cell tumor 
(67.4%) was the most common cause among pediatric patients, while histocytosis (19.8%) and 
malignant metastases (15.4%) were the leading causes in adult patents. Of 38 indistinguishable 
PST patients, they had second MRI at median time 4.4 months (range 0.8-9.7). After median time 
8.5months (range 0.8-35.2), spontaneous remission was observed in 17 patients, with complete 
remission in 14 (36.8%) and partial remission in 3 (7.0%), respectively; five (13.2%) patients had 
progression, and the remaining 16 (42.1%) patients stabilized. Interval of first MRI follow-up≤4.5 
months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ive factor for spontaneous remission (OR 6.4, 95% CI 1.4-
29.3, p=0.017).   
Conclusions PST is highly heterogeneous, among which neoplasm, inflammation and congenital 
anomalies are the most common causes. Etiology spectrum varies between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The major cause is intracranial germ cell tumor in pediatric patients, whereas 
histocytosis and malignant metastases in adult patients. It’s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these diseases 
apart in terms of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Dynamic MRI follow-up is 
warranted, and shorter interval for re-scanning may be beneficial. Diagnosis is still dependent on 
pathological biopsy cur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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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2 

Association between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and 
gait as well as balance performanc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Fang Deng,Wu-quang Deng,Bing Chen 

ARM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on the gait and balance ability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patients using new biomechanic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seven subjects, including 144 cases of T2DM and 32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T2DM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 signs ， symptoms and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NCV）:Group A (no DPN signs and symptoms, NCV negative, n=48), group B (no DPN 

signs and symptoms, NCV positive, n=45), and group C (with DPN signs and symptoms, NCV 
positive, n=51). The 32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classified group 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all 
subjects was collected.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were measured. The gait, balance, timed up and go test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LEGSys and BalanSens (BioSensics LLC，USA) system.For the 144 cases 

of diabetic patients, the international version of the fall efficacy scale (FES-I) scores was 
carried out, as well as the DPN symptoms, physical examination, transcutaneous oxygen 
pressure (TcPO2) and NCV examination. In addition, a monthly follow-up was done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such as leg ulcers, falling, hospitalization, etc. The difference of gait and balance 
parameters between these 4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NCV were 
analyzed. 
Results 1. The gait of diabetic patients groups (group A, B and C) and group D were compar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stride, stride to height ratio, walking speed, step height and swing (left) of 
the diabetic patients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D (P < 0.05). The support 
(left) and double support (right) of diabetic patients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D (P < 0.05). In eyes-open stand test of hard surface, the center of gravity(COG) 
swayrange of side to side,the COG sway range of front to back, the ankle sway range of side to 
side, the COG sway area, the ankle sway area, the COG sway index and the ankle sway index of 
group B and 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D (P < 0.05). 
2. Comparing the parameters of group A, B and C, the stride length and stride to height ratioof 
groupC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A (P < 0.05). The walking speed, step height and steps per 
minute of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A and B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bove parameters for group A and group B (P > 0.05).In 
the eyes open or closed stand balance test, COG sway range of front to back and the sway index 
of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P < 0.05). In the eyes open state, the 
ankle sway range of front to back, ankle swayindex and COG sway velocity of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P < 0.05). In the eyes closed state, the hip sway area of 
group C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P < 0.05).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ll 
above balance parameters for group A and B (P > 0.05).In the mCTSIB test, in eyes open stand 
test of hard or soft surface , the COG sway index of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P < 0.05),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B (P > 0.05). 
Conclusions The gait and balance ability of T2DM patients are impaired, which are more serious 
in patients accompanied with DPN. These defects may achieve an early detection by   the new 
biomechanic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which may play a role in preventing the falling injury of 
T2DM patients. 
 
 

file:///D:/Youdao/Dict/7.5.0.0/resultui/dict/
file:///D:/Youdao/Dict/7.5.0.0/resultui/dict/
file:///D:/Youdao/Dict/7.5.0.0/resultui/dict/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907 

 

PU-1433 

Effect of high dietary fiber low glycemic index diet 
 on intestinal flora, blood glucose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2DM patients 

 
Xiaojun Cai,Lei Wang,Yanpeng Xie 

Heilongjiang Province Academy of TCM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igh dietary fiber low glycemic index (GI) diet on intestinal flora, 
blood glucose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2DM patients. 
Methods  130 T2DM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7.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Each group has 65 patient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diabetes diet, exercise therapy, and oral hypoglycemic drug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igh dietary fiber and low glycemic index die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intervened for 6 months continuously.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hanges of 
intestinal flora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hanges of 
serum hs-CRP, IL-1 beta and IL-6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testinal flora indicators between two groups of 
Enterococcus, Escherichia coli, Bifidobacterium and Lactobacillu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number of Enterococcus, Escherichia coli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bacteria in Bifidobacterium 
and Lactobacillu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PG, HbA1c, FINS and HOMA-I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FPG, HbA1c, FINS and HOMA-I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hs-CRP, IL-1β and IL-6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levels of hs- CRP, IL-1β and IL-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High dietary fiber low glycemic index die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testinal flora 
imbalance and blood glucose level in T2DM patients, reduce serum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PU-1434 

A Case Report of Primary Aldosteronism Concurrent with 
Subclinical Cushing’s Syndrome and Literatures Review. 

 
Yingxiao Zhang,Jianyu Tan,Qingfeng Cheng,Yi Yang,Jinbo Hu,Shumin Yang,Zhipeng Du,Qifu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had been known that the prevalence of primary aldosteronism concurrent with 
subclinical Cushing’s syndrome was high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Through analyzing a clinical 
case we investigated features of primary aldosteronism with subclinical Cushing’s syndrome and 
cau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ment.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e of a patient with a 4-year history of hypertention. He was 
diagnosed with primary aldosteronism because of the positive result of screening test and 
captopril challenge test. Abdomin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adrenal vein sampling were 
performed. The diagnosis of subclinical Cushing’s syndrome was comfirmed by the absent of 
physical signs of Cushing’s syndrome, the test of cortisol circadian rhythm, overnight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and low dose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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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aldosteronism with subclinical Cushing’s syndrome was definite. 
However the abdominal computed tomography revealed two rounded and low-density masses in 
right and left adrenal glands respectively, which made us confused with the foci of aldosterone 
secretion and cortisol secretion. After finishing adrenal vein sampling,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right nodule was responsible for aldosterone hypersecretion, the left one was responsible for 
hypercortisolism. Right and left adenoectomy were performed successively.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adrenocortical adenoma for both nodules. Histological finding of the two adrenal 
nodules revealed that the right one was positive immunostaining for CYP11B2 which was 
essential to synthesize aldostrone, the left one was positive immunostaining for CYP11B1 which 
was essential to synthesize cortisol. Somatic KCNJ5 mutation (Leu168Arg) was fuond in the right 
adrenal tumour, and a wild type mutation was found in the left adrenal tumour. Those were 
coresponding to the result of adrenal vein sampling.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know where aldosterone and cortisol were secreted from, Kiichiro 
Hiraishi et al. classified primary aldosteronism with subclinical Cushing’s syndrome by the result 
of computed tomography, adrenal vein sampling, histolog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nto 6 
subtypes derived from their 8 cases. Although these subtypes were speculated, it may help us 
make therapy strategy. We noticed excess production of cortisol can confound the result of 
adrenal vein sampling. So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 Remi Goupil et al. 
avoided this problem by measuring metanephrine in the venous blood instead of cortisol. this was 
worthy of reference. In conclusion, due to the high prevalence of hypercotisolism in primary 
aldosteronism, we should perform a dexamethasome suppression test on each patient for 
screening primary aldosteronism concurrent with subclinical Cushing’s syndrome to avoid missed 
diagnosis so that we can aviod wrong interpretation of adrenal vein sampling and adrenal crisis 
after operation. 
 
 

PU-1435 

Effects of GABAB receptor activation on spati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hippocampal neurons in rat models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Xiaojun Cai,Lei Wang,Yanpeng Xie 

Heilongjiang Province Academy of TCM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amma-aminobutyric acid type B (GABAB) 
receptor activation on spati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hippocampal neurons in rat models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Methods Rat models of T2DM wer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normal control (NC), T2DM, T2DM + chemical grade propylene 
(CGP), T2DM + baclofen and T2DM + CGP + baclofen groups. The weight, blood sugar 
concentration, escape latency and residence time of the T2DM rats were monitored. QRT-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GABAB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Nissl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number of hippocampal neurons, TUNEL staining to detect cell 
apoptosis and Western blotting to measure expressions of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s (Bax, Cyt-c, 
Caspase-3 and Bcl-2).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C group, the weight, residence time in the original platform 
quadrant and the number of hippocampal neuron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lood sugar 
concentration, escape latency, and cell apoptosis increased as well as hippocampal 
neurons impaired in the T2DM, T2DM + CGP and T2DM + CGP + baclofen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T2DM group, the weigh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lood sugar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spati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hippocampal neurons impaired seriously in the 
T2DM + CGP group, while rats in the T2DM + baclofen group had the opposite trend. The 
situation in the T2DM + CGP + baclofen group was better in comparison to that of the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909 

 

T2DM + CGP group while more serious in comparison to that of the NC and 
T2DM + baclofen group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ctivating GABAB receptor could increase weight, 
improve spati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hippocampal neurons, and lower blood 
sugar concentration in rat models of T2DM. 
 
 

PU-1436 

Liver X Receptors Activation Triggered Autophagy 
Suppression Contributes to Podocytes Injury in vitro  

and in vivo 

 
Ziyi Zhang,Shengjie Tang,Weiwei Gui,Xihua Lin,Fang Wu,Fenping Zheng,Hong Li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 is a major devastating complication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a leading cause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 Abnormalities of podocytes can lead to 
proteinuria and glomerulosclerosis which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KD. Although liver X 
receptors (LXRs) have shown potential therapeutic effect in ameliorating metabolic diseas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volving the protective role of LXR activation in proteinuria 
and podocytes.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XR activation in 
modulating autophagic activity in podocytes and diabetic kidney. 
Methods We established mouse podocyte cell lin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XR agonists on 
podocytes autophagic activity and 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 by performing Western blotting, real-
time RT-PCR, GFP-mRFP-LC3 transfection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Then, C57BL/6J 
mice were randomized into three groups: nondiabetic control mice (NC),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DM), and diabetic mice treated with the LXR agonist TO901317 (DM+TO901317). Diabetes 
was induced by 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Z. Pathological stain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XRs activation on 
podocytes and diabetic kidney.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LXRs activation coul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LC3B-II and 
Beclin1 an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p62 (P<0.01) which was achieved by blocking the 
formation of autophagosome in podocyte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LC3B-II increased in the 
absence of LXRβ. LXR agonists could attenu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odocyte marker proteins 
significantly (P<0.01) and could impair AMPK activation, reduc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IRT1, 
and increase the phosphorylation of mTOR simultaneously (P<0.01). Combining LXR agonists 
with mTOR inhibitor could slightly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LC3B-II, podocin and nephrin. In 
diabetic mice model, despite the fact that LXRs activation could ameliorate glomerular 
hypertrophy, mesangial matrix expansion and interstitial fibrosis, the albuminuria was not 
improved (P>0.05). More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LXRs agonist caused autophagy suppression 
in glomeruli and decreased podocytes marker protein expression in diabetic mice (P<0.01), 
leading to aggravated podocytes loss and foot processes alteration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ctivation of LXRs induced autophagy 
suppression,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d to the podocytes injury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This study 
provides a warning rational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of LXR activation in diabetic kidney and 
continued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mTOR inhibitor as well as AMPK or 
SIRT1 agonist is particularly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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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7 

The Captopril Challenge Test for Diagnosing Primary 
Aldosteronism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Yan Zhang,Wen-jing Zhang ,Hong-yun Li,Wen-huan Feng,Da-long Zhu,Ping Li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Drum Tow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Objective The Captopril challenge test (CCT) is an easy-conduct confirmatory test for diagnosing 
primary aldosteronism (PA). Guidelines show that plasma aldosterone is normally suppressed by 
captopril (>30%) in primary hypertension (PH) and in healthy people.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is 
standard is applicable in Chinese subject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st-CCT efficacy of plasma aldosterone concentration (PAC) suppression and determine the 
post-CCT aldosterone renin activity ratio (ARR) and PAC for PA diagnosis. 
Methods We recruited 11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PA, 163 with primary hypertension (PH), 
and 40 healthy volunteers (NC). The CCT was conducted in all patients. Total sodium intake was 
estimated from 24-hour urinary excretions.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CCT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diagnosing PA. 
Results In NC and PH patients, PRA was increased and PAC was decreased post-CCT (P < 
0.05). The mean degree of PAC decline after CCT was approximately 9.3%, and only 11.7% of 
the patients with PH showed a greater than 30% suppression of PAC after CCT. In patients with 
PA, the post-CCT change in PRA and PRC was slight. The post-CCT degree of PAC decline was 
unrelated to dietary salt intake. The areas under the ROC for the post-CCT ARR, PAC and PAC 
suppression % were 0.994, 0.754 and 0.606, respectively. The optimal post-CCT cutoff value for 
ARR for diagnosing PA was 20, which yielded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94.0% and 99.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AC suppression percentage after CCT recommended by current clinical 
guidelines is not applicable when diagnosing Chinese subjects with PA. Compared to post-CCT 
PAC, post-CCT ARR was a better approach, having an optimal cutoff of 20 when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the CCT in Chinese patients. We found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alt intake and low 
responses of the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 to the CCT. 
 
 

PU-1438 

Diagnostic Role of 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in Adrenocortical Carcinoma 

 
Yulin Gu,Weijun Gu,Jingtao Dou,Zhaohui Lv,Jianming Ba,Jie Li,Xiaocong Wang,Hongyan Liu,Guoqing 

Yang,Qinghua Guo,Li Zang,Kang Chen,Jin Du,Yu Pei,Yiming Mu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PSMA)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drenocortical carcinoma (ACC) and adrenocortical adenoma (ACA). Also 
the comparison of expression with several clinical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with differing degrees 
of PSMA and validation of its prognostic role in patients with ACC. Finall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marker could differentiate localized ACC and adrenal metastases fromother 
sites.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who had undergone surgery for an adrenocortical 
tumor at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between June 2005 and June 
2016. PSMA protein expression was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on tissue samples from 
50 ACC, 90 ACA (including 20 patients that were presented with Cushing’s syndrome, 20 
aldosterone-producing adenomas and 50 non-functional tumors) and 10 tissues that were 
metastases from other primary sites. Clinical and 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intensity and density were analyzed and the prognostic role was conducted.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911 

 

Results Th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revealed that the size of ACC was bigger than 
benign tissues and the age of ACC was also elder than ACA (p<0.01). The percentage of PSMA-
positive vessels, mean intensity and the degree of staining density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less in ACA when compared with ACC (p<0.01). In these 140 samples, most of the ACCswere 
grouped in the positive category. It was in the group that were negative in tumors that were 
metastases from other primary sites. ENSAT stage and ki-67 were correlated with PSMA 
expression. The survival distribution revealed that high PSMA expression did not show any 
prognostic relevance in the current ACC series. Those samples with more than a score of 3.5 
were 75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malignant (OR=75). We established a cutoff score of 3.5 (p<0.05), 
which was 46% sensitivity and 99% specificity. 
Conclusions PSMA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and that its high 
expression levels correlate with a high ENSAT stage and high proliferation. The use of PSMA 
targeting approaches in these tumor entities may therefore represent an alternative or adjunct to 
currently available antiangiogenic treatment strategies. When consideringthe absence of PSMA in 
metastatic carcinoma in the adrenal, PSMA might be a useful tool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calizedadrenal carcinoma and metastatic carcinoma. 
 
 

PU-1439 

Diagnostic Values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 and Free 
Thyroxine and the Ratio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 to Free 

Thyroxine in Thyrotoxicosis 

 
Xinxin Chen,Shu Wang 

Ruijin hospital aff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Objective Background.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usefulness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to free thyroxine (FT4) are controversial. We investigated the usefulness of FT3, FT4, and 
FT3/FT4 ratio in differentiating Graves’ disease (GD) from destructive thyroiditis. 
Methods A total of 126 patients with untreated GD, 36 with painless thyroiditis, 18 with painful 
subacute thyroiditis, and 63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The levels of FT3 and FT4 and the 
FT3/FT4 ratios for the different etiologies of thyrotoxicosis were evaluated separately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ype 1 and type 2 
deiodinase (DIO1 and DIO2) in thyroid tissue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s were 7.215 pmol/L for FT3, 21.71 pmol/L for FT4, and 0.4056 
for the FT3/FT4 ratio. The 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FT3/FT4 ratio were 
highest for values > 0.4056. DIO1 mRNA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hyroid tissue 
ofpatients with GD (P = 0.013) 
Conclusions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FT3/FT4 ratio was useful in differentiating GD 
from destructive thyroiditis. In addition, a relatively high expression of type 1 deiodinase in the 
thyroid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 FT3/FT4 ratio in patients with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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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0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as a potential predictor of false 
negative results in BIPSS for pediatric Cushing’s disease 

 
Kang Chen1,2,Shi Chen1,3,Lin Lu1,3,Xiaobo Zhang4,Anli Tong1,3,Hui Pan1,3,Huijuan Zhu1,3,Zhaolin Lu1,3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Eight-year Program of Clinical Medicin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Center for Rare Diseas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Bilateral inferior petrosal sinus sampling (BIPSS) is useful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ushing's disease in adults but may not be so reliable i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no 
research focused on false negative results in pediatric cases. This study reported the sensitivity 
of BIPS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ushing's disease and explored the related factors of 
false negative results. Besides, the meaning of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was analyze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16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 9.8-18.7y) with 
Cushing's disease who underwent 17 BIPSS from 2016 to 2017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ushing's disease was diagnosed if inferior petrosal sinus to peripheral (IPS:P)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 ratio was more than 2 before stimulation or more than 3 at 
any time point after stimulation.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was yielded if interpetrosal sinus gradient 
(IPSG) was over 1.4.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as also conducted.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and the diagnosis of Cushing's disease was confirmed.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of BIPSS was 64.7% (11/17) at baseline. In 12 procedures desmopressin 
stimulation was conducted, the sensitivity of which jumped to 83.3% (10/12). After stimulation, 
BIPSS reached its best sensitivity at 3 min.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rate was 62.5% (10/16) and 
63.6% (7/11) before and after stimul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accordant rate with actual tumor 
lateralization confirmed by surgery was 50% (5/10) and 42.9% (3/7) respectiv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and actual tumor lateraliz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umor on one side with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type I), midline tumor with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type II), tumor on one side without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type III), and midline tumor without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type IV). The accuracy of MRI in predicting the lateralization of tumor was 
80% (8/10).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36) among false negative 
patients (1/5, 20%) than among true positive patients (9/11, 81.8%), which means that type III 
and type IV lateralization were related to false negative results.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ces of age, 
duration of disease, height, height SDS, weight, weight SDS, BMI, ACTH level, 24h UFC, sex, 
and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tumor on the right side between true positive and false negative 
patients were not significant. Anatomical variation was not detected in false negative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sensitivity of BIPSS at baseline was relatively lower in Cushing's diseas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but increases after desmopressin stimulation.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before or after stimulation cannot accurately indicate the actual tumor lateralization, but the 
absence of sampling lateralization is a potential predictor of false negative cases in BI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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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1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regulates LDLR/LDL-c 
metabolism via increasing hepatic PCSK9 expression 

 
Yingyun Gong1,Yizhe Ma1,Zhengqin Ye1,Zhenzhen Fu1,Panpan Yang1,Beibei Gao1,Wen Guo1,Dandan 

Hu1,Jingya Ye1,Shuai Ma1,Fan Zhang1,Li Zhou1,Xinyu Xu1,Zhong Li2,Tao Yang1,Hongwen Zhou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 affects the clearance process of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in the liver. 
Methods Firstly, we describ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rum TSH level with lipid biomarkers 
and other metabolic regulators, such as LDL-c and proprotein co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 in an euthyroid population and another group of patients with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Then, HepG2 cells were used as an in vitro model, stimulated with recombinant 
human TSH (rhTSH) and functioned as a hyper-TSH model.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flow 
cytometry, the content of LDL receptor on the surface of hepatocytes and the uptake activity of 
Dil-LDL particles were quantified. Meanwhile, RNA interference was applied to screen and 
validate the signaling pathways and key regulators involve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CSK9, 
was served as the major readout. 
Results Serum TSH level corelates with LDL-c level in euthyroid subjects. Patients with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were characterized with increased serum LDL-c, PCSK9, TG levels, 
and decreased HDL-c concentration. There are associations between TSH and LDL-c, TSH and 
PCSK9 in these patients. rhTSH boosted the PCSK9 expression in HepG2 cells, both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Co-cultured with rhTSH, HepG2 cells had a decreased LDLR content on the 
outer cellular surface, as well as a blunted uptake capacity of Dil-LDL particles. Interfering 
Srebp1c or Srebp2 expression could effectively block the up-regulation of TSH on PCSK9, but 
silencing Hmgcr failed to. 
Conclusions TSH regulates LDL-c metabolism, possibly independent of other thyroid hormones. 
TSH induces the degradation of LDLR via directly increasing hepatic PCSK9 expression, and 
finally results in the decreased clearance of LDL-c in the circulation. rhTSH exhibited the up-
regulating effects on PCSK9 mainly through activating Srebp1c and Srebp2, but independent of 
its well-known regulation on Hmgcr. 
 
 

PU-1442 

Hypoglycemia was diagnosed as pancreatic islet cell tumor 
 two years after gastric cancer surgery: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Ruifen Deng,Lijing Kang,Yifan He,Lingding Xie,Bo Zhang,Shi Bu 

China-japan friendship 

 
Objective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hypoglycemia after gastrectomy is dumping syndrome, 
manifested as hypoglycemia after meal. This article reported one case of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ith hypoglycemia diagnosed as pancreatic islet cell tumor without dumping 
syndrome.   

Methods Case presentation：A 53-year-old Chinese female patient presented with repeated 

dizziness, sweating and weakness for 2 years, worsened for 1 month. The first episode of 
hypoglycemia was two years ago, two weeks after gastric cancer surgery. The subtype of her 
cancer was middle-low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The episodes mostly occurred in the 
fasting state, when her meal was delayed or at the midnight. Her lowest blood glucose level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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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mol/l, when she developed coma. After glucose infusion the consciousness returned. She 
was diagnosed as dumping syndrome and received dietary adjustments as the only treatment. 
Two years later, after her symptoms aggravated for 1 month,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hen her blood glucose level was 1.75mmol/l, the insulin level was 62.64 uIU/ml, and 
the C peptide was 6.92 ng/ml. She denied the history of oral hypoglycemic agents, sulfur-
containing medications or any special drugs. Further examination showed no remarkable findings 
in liver function test or kidney function test, HbA1c 5.1%, IAA,ICA,GAD were negative, and 

D3HDH was 0.01mmol/L（0.02-0.27）.Serum gastrin was 1.09 pmol/L (1-15). There were no 

abnormalities in cortisol, thyroid function, sex hormones, growth hormone and pituitary MRI. A 
1.5×1.0cm, highly intensified nodule in uncinate process was revealed using pancreas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 process. A high uptaking round lesion in pancreatic head without 
distant metastasis was detected by PET-CT. The tumor was removed and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profile indicated an pancreatic islet cell tumor. After the surgery, her blood 
glucose level returned to normal without any medication. 
Results This patient was diagnosed with islet cell tumor, after the surgery, her blood glucose 
level returned to normal. 
Conclusions This patient was diagnosed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islet cell tumor, but not with 
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Hypoglycemia of this patient, first occurred 14 days after 
gastrectomy, was misdiagnosed as dumping syndrome, and the treatment was only a passive 
dietary adjustment. The correc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as therefore delayed. This case 
reminds clinicians to be aware of the hypoglycemia diagnostic algorithm even after gastric cancer 
surgery. In addition to dumping syndro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other 
diseases, such as islet cell tumors, especially when hypoglycemia occurs in the fasting state.  
 
 

PU-1443 

Association between SLC30A8 rs13266634  
polymorphism and type 2 diabetes risk: A meta-analysis 

 
Li-qing Cheng,Bing Chen 

Southwest hospitao of Army Medical Collge 

 
Objective Accumulating data indicates association between rs13266634 variant of SLC30A8 and 
type 2 diabetes susceptibility, however debate remains because of inconsistent results partly 
resulting from small sample sizes and non-identical ethnicity.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and Cochrane Library to identify eligible studies and extract data 
of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genotype count,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Both adjusted OR with 95% CI and genotype counts were employ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Genotype data were further pooled estimate under different genetic models and the most 
appropriate model. Sensitivity and cumulative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o guarantee the strength 
of results. Results Fifty-five datasets of 39 studies(including 38 of 24 with genotype count) were 
include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in allelic contrasts using adjusted ORs and raw 
genotype count, respectively, in overall, Asian and European (Overall: OR=1.147/1.157, 95% CI 
1.114–1.181/1.135–1.180; Asian: OR= 1.186/1.165, 95% CI 1.150–1.222/1.132–1.198; European: 
OR=1.100/1.151, 95% CI 1.049–1.153/1.120–1.183; All p= 0.00) but not African populations 
(African: OR=1.255/1.111, 95% CI 0.964–1.634/0.908–1.360, p= 0.091/0.305). Further analysis 
with genotype count under different genetic models all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CC genotype 
had 33.0% and 16.5 % higher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than those carrying TT and CT genotypes 
under the most likely codominant model, respectively. Cumulative analysis indicated gradually 
improved precision of estimation after studies accumulated.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s that rs13266634 may be an important genetic factor of type 2 
diabetes risk among Asian and European but not African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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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4 

Translocon-associated protein Alpha (TRAPα)  
is required for insulin production in pancreatic β-cells 

 
Xin Li1,Jing Yang1,Yupeng Li1,Shiqun Liu1,Ruimin Zhu1,Yumeng Huang1,Hua Shu1,Jinhong Sun1,Yi Xiong2,Ming 

Liu1,2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China 

2.Division of Metabolism， Endocrinology & Diabet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USA 

 
Objective The translocon-associated protein alpha (TRAPα) is an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membrane protein that may play a role in secretory proprotein translocation across the ER 
membrane. However, the patho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RAPα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GWAS 
studies indicate that TRAPα is a high risk allele for type 2 diabete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Here, 
we aim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TRAPα in preproinsulin translocation, proinsulin ER export and 
insulin biosynthesis in pancreatic β-cells. 
Methods The mRNA levels of TRAP complex were measured by qPCR in isolated islets treated 
by various glucose concentrations.  Western blotting and confocal microscopy were applied to 
detect expre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RAPα in pancreatic β-cell lines as well as in the islets 
isolated from diabetic mouse models. The expression of TRAPα in rat insulinoma cell line 
INS832/13 cells was silenced using Crispr/Cas9. Preproinsulin translocation, proinsulin ER export 
and insulin production were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ting, metabolic labeling, and confocal 
microscopy. Adenovirus encoding Myc-tagged TRAPα was introduced into TRAPα knockout (KO) 
INS832/13 cells. 
Results qPCR results showed that TRAPα mRNA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the islets 
treated with high glucose. TRAPα expression was also increased in the islets isolated from 
diabetic mouse models. Knocking out TRAPα in INS832/13 cells significantly impaired 
preproinsulin translocation across the ER membrane, suggesting that TRAPα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fficient transloca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eproinsulin. Importantly, in TRAPα KO 
INS832/13 cells, proinsulin misfolding increased, forming disulfide-linked misfolded proinsulin 
complexes, resulting in failure of proinsulin ER export and insulin production. Restoring 
expressing of TRAPα rescued the defects of preproinsulin translocation, proinsulin ER export, 
and insulin productio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RAPα is required for efficient 
preproinsulin translocation, proinsulin folding and ER export, insulin production in pancreatic β-
cells.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s a novel function of TRAPα in insulin biosynthesis, but also 
provides key insights into pathogenesis of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impaired TRAPα function. 
 
 

PU-1445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Hyperuricemia  
and Gout Scales in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in China 

 
Liu Yaoxia,Shu Chen,Ping Chen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current management program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not only 
includes the content of blood sugar control, but also involves serum uric acid control and so on.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hyperuricemia and gout ,as well 
as the the current status in Chinese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A random sampling study was performed on outpatient or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 
(aged 60 and above) with diabetes mellitus from November 2015 to May 2016 in 150 hospitals 
involving 2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General informations and laboratory data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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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laboratory tests 
respectively.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of hyperuricemia and gout, as well as the the 
management in diabetes mellitus , an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by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2652 case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male and 
female ratio was 1396:1256, the median age was 69 years old (65,77). 229 cases ( 8.6 % ) had a 
previous history of hyperuricemia , of whom 49 cases(1.8 %) had a gout history. Hypopurine diet 
was taken in all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history, and 75(32.8%)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medicine. The compliance standard of serum uric acid was <300 umol/l in gouty patients and 
≤360 umol/l in other patients. In the patients with a previous history of hyperuricemia, the 
compliance rate of serum uric acid was 22.7 % ( 52/229). 148 cases were newly diagnosed with 
hyperuricemia in the study, with the diagnosis standard of serum uric acid >420umol/L. In all, the 
prevalence of hyperuricemia was 14.22 % (377/2652). The prevalence of hyperuricemia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was higher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eastern China 
( 17.5 % ).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age, male, body mass index, 
TC, hypertension history, living in eastern region was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yperuricemia.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hyperuricemia in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in China was 14.22 %. 
and the prevalence of gout was 1.8 %. The compliance rate of serum uric acid was 22.7 % ( 52/ 
229).The management of serum uric acid in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in China need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PU-1446 

PREVALENCE OF LIPOHYPERTROPHY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DIABETIC PATIENTS ON INSULIN 

 
CARLSON MEL THOMAS THOMAS 

wuhan union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ST 

 
Objective - TO FIND PREVALENCE OF LIPOHYPERTROPHY 
- TO FIND ITS ASSOCIATION WITH RISK FACTORS SUCH AS  
A) INCORRECT INJECTION SITE ROTATIONS 
B) INJECTION NEEDLE REUSE 
C) HIGHER NEEDLE SIZE 
D) BMI 
E) INSULIN TYPES 
F) NUMBER OF INJECTIONS PER DAY 
- TO DIAGNOSE LIPOHYPERTROPHY USING GOLD STANDARD ULTRASOUND IMAGING IN 
ALL PATIENTS INCLUDED. 
Methods - VISUAL INSPECTION AND PALPATION 
- ULTRASOUND IMAGING ON SKIN AND SOFT TISSUE OF ALL PATIENTS IN THE STUDY 
- STATISTICAL ANALYSIS - GRAPHPAD PRISM V7.0A FOR MAC OSX 
  
Results LH PREVALENCE - 48.15%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  
A) INCORRECT INJECTION SITE ROTATIONS- P VALUE = <0.0001 
B) NUMBER OF INJECTIONS PER DAY- P VALUE = 0.0128 
C) TYPES OF INSULIN USED- P VALUE = 0.0296 
D) NEEDLE REUSE- P VALUE = 0.05 ( TAKING AS CLINICALLY SIGNIFICANT) 
NON - SIGNIFICANT 
A) AGE- P VALUE = 0.4102 
B) BMI- P VALUE = 0.8632 
C) GENDER - P VALUE = 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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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REATMENT DURATION- P VALUE = 0.918 
E) NEEDLE SIZE- P VALUE = 0.4495 
Conclusions LH PREVALENCE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OF PREVIOUS STUDIES IN 
CHINA. 
BMI WAS NOT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AS SOM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AID 
LIPOHYPERTROPHY CHECKING SHOULD BE A MANDATORY CHECK DURING ROUTINE 
ULTRASOUND CHECKS  
THIS STUDY POINTS OUT BENEFITS OF USING ULTRASOUND FOR DETECTING LH, FOR 
ADVISING PATIENTS ABOUT CORRECT INJECTION TECHNIQUES, THEREBY REDUCING 
TREATMENT COSTS AND COMPLICATIONS LIKE DKA AND HYPOGLYCEMIA ( GLYCEMIC 
VARIABILITY )  
 
 

PU-1447 

Serum Uric Aci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edicted Risk of 
Preval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 Community-dwelling 

Population without Diabetes 

 
Di Cheng1,2,Rui Du1,2,Xueyan Wu1,2,Lin Lin1,2,Kui Peng1,2,Lina Ma1,2,Yu Xu1,2,Min Xu1,2,Yu Hong Chen1,2,Yu Fang 

Bi1,2,Wei Qing Wang1,2,Meng Dai1,2,Jieli Lu1,2 

1.Department of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Diseases，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hanghai Institute of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Diseases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uric acid level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among individuals without diabetes.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uric acid levels and the risk of 
prevalent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10-year Framingham risk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10-
year risk for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SCVD) among 8,252 participants aged ≥ 
40 years without diabetes from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Results Body mass index, waist circumference, blood glucose, glycated hemoglobin, blood 
pressure, and serum lipids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across the sex-specific quartiles of uric acid 
(all P trend < 0.05).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s in the lowest quartile, those in the higher quartile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valence of obesity, hypertension, and dyslipidemia (all P trend < 
0.05). A fully adjust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individuals in the highest quartile 
had an increased risk of predict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lowest 
quartile of uric acid. The multivariate adjusted odds ratios (ORs)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for the highest quartiles for high Framingham risk were 3.00 (2.00-4.50) in men and 2.95 (1.08-
8.43) in women. The multivariate adjusted ORs (95% CIs) for the highest quartile for high ASCVD 
risk were 1.93 (1.17-3.17) in men and 4.53 (2.57-7.98) in women. 
Conclusions Serum uric acid level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prevalent 
obesity, hypertension, dyslipidemia, 10-year Framingham risk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10-
year risk for ASCVD among Chinese adults without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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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8 

Decreased circulating level of ANGPTL8 
 in Graves’ disease patients 

 
Haoxiang Li,Guoyue Yuan,Mengjiao Xu,Jing Yuan,Yi Ding,Shuping Yu,Suxian Ma,Jialiang Deng,Ling Yang,Wei 

Yin,Dong W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bjective 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8 (ANGPTL8), a newly identified hormone, has been recently 
characterized as a metabolic regulator which can affect energy homeostasis and has interesting 
potential as a metabolic disease therapeutic. This study measured serum ANGPTL8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Graves’ disease, and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its serum levels and thyroid 
index in Graves’ disease.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ANGPTL8 by ELISA in blood samples of 128 well-
characterized individuals in whom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blood lipids and thyroid index were 
measur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Graves’ disease patients (n=60) and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n=68). 
Results Serum ANGPTL8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Graves’ disease patients than in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177.67±135.07 vs 326.41±194.72pg/ml; p<0.001). The serum ANGPTL8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free thyroxine (FT4) and 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ies (TPOAb), but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yrotropin (TSH),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and apolipoprotein B (APOB)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serum ANGPTL8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raves’ disease (p<0.05). 
Conclusions Circulating concentrations of ANGPTL8 show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Graves’ 
disease patient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NGPTL8 may play a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raves’ disease. 
 
 

PU-1449 

Syndrome of inappropriate secretion of antidiuretic 
 hormone and cerebral salt wasting syndrome 

 
xiaokun gang,Haiying Cui,Guixia Wa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 convenient and available method or more laborartory test parameters 

to identify syndrome of inappropriate secretion of antidiuretic hormone（SIADH） and cerebral 

salt wasting syndrome（CSW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129 SIADH and CSWS patients whom were admitted from 1st 
January 2015 to 31st December 2017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The general date , 
such as patients' gender , age , previous history , praxiology ,and the length of stay ,et al, what's 
more the dynamic biochemical laborartory test parameters of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 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P <0.05. 
Results A total of 129 patients with CSWS(55,43%) and SIADH(74,57%) were collected. The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nervous system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yponatremia, counts their 

causes, wlile the number of CSWS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SIADH (P＜0.005). The causes of 

CSWS involved : subarachnoid hemorrhage(40%) , stroke (25.4%), encephalitis(18.8%), 
postoperative postoperative pituitary tumor (10.9%), spinal cord injury (5.5%). While the the 
etiology of SIADH consist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43.2%), tumor (32.5%), lung disease (14.6%), 
other (8.2%), and drugs (1.5%).  The average age of patients in the CSWS group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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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older than the SIADH patients’ (P < 0.0001), and the number of male patients in the 
CSW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female patients.(P < 0.0001).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alcohol history in CSW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IADH 

group（P=0.0065） . The patients who complained with nausea, vomiting and exhausted in 

CSW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IADH group (P＜0.05); while , the proportion of 

consciousness disorders in CSW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roportion of SIADH 
groups (P < 0.001). The average value of systolic bloob pressure (SBP) in CSW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n average value of SBP in SIADH group (P=0.02).The 
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MCHC),  uric acid and blood urea nitrogen(BUN) 
levels,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blood sodium and plasma osmotic pressure in CSW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evels of MCHC in SIADH group（P＜0.05）. 

Conclusions Both CSWS and SIADH resulted in an increase in averag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and longer hospital stay in CSWS. The levels of urine volume, plasma osmotic pressure, 
urine osmotic pressure, urine sodium, SBP, and BNP may be as a good to indicator identity the 
two disease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uric acid and BUN may can be server as new 
indicator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SWS and SIADH. 
 
 

PU-1450 

Serum C1q/TNF-related protein 9 is not related to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Lei Zhang,Xingbo* Cheng 

the first aff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C1q/TNF-related protein 9 (CTRP9) is an adipokine mainly secreted by white adipose 
tissue and plays protective roles in energy metabolism. Howev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ole 
of CTRP9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scarce. Here we aimed to ascertain the 
clinical relevance between circulating CTRP9 levels and NAFLD through a cross-sectional study. 
Methods The study enrolled 82 NAFLD adults and 79 sex- and age-matched non-NAFLD 
controls. Serum CTRP9 was measured via ELISA method. Metabolic parameters were also 
determined. 
Results Although serum CTRP9 level seems to be higher in NAFLD ad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ultrasonographic degrees of NAFLD (P=0.275). Further, after 
adjustment for BMI in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no significant odds ratio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for NAFLD among the CTRP9 tertiles. Moreover,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demonstrated that,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but not CTRP9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related to NAFLD. Besides, serum CTRP9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Fasting insulin, HbA1c, and HOMA-IR in all 
subjects. BMI was the independent factor associated with serum CTRP9. 
Conclusions Serum CTRP9 is not independently related to NAFL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CTRP9 and NAFLD might b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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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1 

Eye can see your triglyceride 

 
Linning Guo1,Hongxia Hu2,Bihong Liu2,Biyu Liu2 

1.Eye Hospital，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Shizhuang Eye Hospital，Yancheng， Jiangsu 

 
Objective To present a well-controlled outcome of a rare case of bilateral lipemia retinalis. 
Methods Case report: A 48 years old woman was referred with paroxysmal blurry vision in both 
eyes for about 3 years. She complained that the blurry vision in both eyes may usually occur at 2-
month paroxysmally, and lasted for about 10 to 15 days. There was no remarkable history of 
trauma or prior inflammatory episodes. Family history was unremarkable. Her known history 
included well controlled type-2 diabetes by insulin administration and untreated hyperlipidemia for 
10 years.The examination of the fundus revealed a lightening of the background fundus with 
bilateral creamy-white colored retinal blood vessels,and the veins were hardly distinguishable 
from arteries. No other abnormal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found.A blood test showed the 
typical chylaemia, and her concentrations of triglycerides exceed up to10.0 mmol/L (the normal 

range:0.45～1.69mmol/L). 

Results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as bilateral lipemia retinalis and received medical treatments 
including lipid-lowering drugs and a low-fat diet. Her triglyceride concentration had fallen down to 
2.9 mmol/L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undus appeared normal,with a improved best corrective 
visual acuity at 0.8 in both eyes six days later. A long-time and regular medical treatment and 
observation was advised. During the  follow-up, her fundus examination and concentrations of 
triglycerides , blood glucose, all remains in normal level at her annu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s Despite the high incidence of hyperlipidemia, lipemia retinalis is rarely reported as it 
occurs only with extreme hypertriglyceridemia. High levels of triglyceride-laden chylomicrons may 
account for the fundus appearance. Although not visually significant in most cases, lipemia 
retinalis is thought to be associated with ocular vascular pathology, such as a 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ocular ischemic syndrome, exudative response and decreased visual acuity. In addition, 
hyperlipidemia can lead to a series of severe systemic complications such as  pancreatitis or 
pancreatitis. 
In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se potential health-threaten ocular and systemic complications, these 
patients hyperlipidemia should be referred for management of their lipid disorder, even there were 
no ocular complaints got.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ocular and physical abnormalities can 
contribute to instant treatment and proper prevention of severe ocular or systemic 
complications.This case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requiring attention to hyperlipidemia and 
realtive disease.Lastly,a combined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for appropriate treatment and 
long-time observation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PU-1452 

Cardiovascular Risk Assessment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Predict Role of γ-glutamyl transferase levels 

 
Yikun Li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Objective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is the most common endocrine disorder affecting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The three main documented clinical features are hyperandrogenism, 
oligo-ovulation, polycystic ovarian morphology, and there is growing evidence show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PCO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based on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PCOS, such as insulin resistance, hyperandrogenism, abnormal lipid metabolism and oxidative 
stress. We undertook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PCO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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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nd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of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risk 
scoring system with liver function tests and androgen in PCOS women, and to find the role of liver 
function tests or androgen in determination of CVD risk among non-obese PCOS women.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hich targeted 48 PCOS and matched 48 non-PCOS 
women from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in nearly a year. The study participants ranged 21–44 
years in age and 17-28 kg/m2 in BMI.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risk scoring was done of all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age, gender,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and HDL 
cholesterol levels and smoking history. Liver function test, lipid profile, OGTT, UA, androgen, etc. 
were evaluated. Al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 
(SPSS) (SPSS Inc., Chicago, IL, USA) for Windows 20.0 program.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set at a p-value of <0.05. 
Results We observed that SBP, FBG, GGT, UA, T, SHBG and FAI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PCOS patients as compared to their controls. A classic atherosclerotic lipid profile 
demonstrating elevated TG and LDL-C levels and decreased HDL-C was found in women with 
PCOS. The mean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risk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COS group 
than controls(-3.13±4.16vs0.33±3.98,p<0.01),and age, BMI, GGT, UA, HOMA-IR, FAI were 
positive related to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score, but SHBG were negative related to it.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risk scoring system with 
GGT and age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Conclusions PCOS patients have a higher risk of future cardiovascular events owing to 
metabolic derangements characterized by insulin resistance, dyslipidemia and hyperandrogenism.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increases with the stage of insulin resistance and level of androgen. 
We suggests that it has an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COS and major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such as diabetes, hypertension and dyslipidemia. This associ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gress into CVD outcomes which necessitates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and preventative 
strategies to reduce mortality from cardiovascular events. Besides, We used Framingham scoring 
system to predict the 10-year cardiovascular risk. Framingham score of PCOS women was higher 
than non-PCOS women, but all patients were in a low risk level. I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ges of patients.Moreover, Our finding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levated GGT 
levels and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risk scoring system among non-obese PCOS women 
which could be important in clinical practice. GGT may as a simple but strong indicator to predict 
cardiovascular risk in the course of PCOS. 
 
 

PU-1453 

Two Cases of Isolated 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 
Deficiency with Hashimoto’s Thyroiditis 

 
Jingwen Yu 

Deparment of Endocrinology， Hainan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Isolated 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 Deficiency(IAD) is a relatively rare disease 
which only affect the axis of pituitary-adrenal gland,barely do any affection to thyroid and 
gonad.Due to the lack of confirmed cases, It is easily been misdiagnosed and we still don't have 
any epidemilogic data yet. We here present two cases of IAD patients with Hashimoto’s thyroidit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is disease. 
Methods We reviewed these two IAD patients with Hashimoto’s thyroiditis through 
clinical  manifestation ,lab and imageological examinations and treatments. 
Results There were several aspects in common between the two patients: 1.insufficiency of 
ACTH and cortisol; 2.the accompanied disease of Hashimoto’s thyroiditis; 3.normal gonadism; 
4.abnormal image changes of pituitar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lso we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Conclusions IAD is a relatively rar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the typical clinical features such as 
hyponatremia, hypoglycemia and hypotension, there are extreme low corticosteroids levels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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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bsolute of relative deficiency of ACTH and normal gonadism, sometimes may which can 
cause severe events. But if treated appropriately, the prognosis can be quite good. The treatment 
is simply glucosteroids replacement and some patients may even don’t need to be treated with it 
for a peroid of time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first onset. 
 
 

PU-1454 

Association of brachial-ankle pulse wave velocity  
with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with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fankuanlu fa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rterial stiffness and declined kidne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whether pulse wave velocity (PWV)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4536 participants (age, 52.14±12.31 years) from Gaoyou (Chin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brachial-ankle pulse wave velocity (baPWV) as well as estimated GFR 
(eGFR) were measured for each subject. 
Results Multivariable adjuste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estimated GFR declined 

with increasing baPWV, and eGFR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baPWV（β=-1.34±0.27 P

﹤0.001. In addition,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CKD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high baPWV (β=172.01±32.66 P﹤0.001).  

Conclusions Kidney function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high baPWV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PU-1455 

Risk Factors and Hormonal Implications  
of Primary Empty Sella: A Systematic Review 

 
Najie Sid Nair 

None 

 
Objectiv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review to assess the risk 
factors and hormonal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PES. In addition, we would like to address the 
need to conduct preemptive endocrinological, ophthalmological, and neurological studies for risk 
patients. 
Methods Several electronic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along with manual searches for articles on 
Primary Empty Sella and the Empty Sella Syndrome that were published in English within the last 
20 years. Studies were excluded based on abstract details, availability of full articles and 
language of publication. 
Results Overall 322 patients suspected of total or partial PES were examined at multiple centers. 
PES was diagnosed overwhelmingly in females than in males with a 5:1 ratio. An increased BMI 
(27.3 ± 3.5 kg/m2 to 29.2 ± 6.08 Kg/m2), multiparity and persistent headache (30% to 41.90% of 
all patients) were the most common predisposing factors for PES. Hormonal imbalances such as 
hypopituitarism 5.0% to 67.4%,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39.28%. 
Conclusions While PES is an incidental finding in most patients, its prevalence range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rom 8 to 35% and it may result in hypopituitarism and hyperprolactinemia. 
Female patients who are multigravida, obesity and persistent headache are the predisposing 
factors for PES. It is important from an endocrinological view point to conduct a tho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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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monal evaluation along with neuroimaging and ophthalmologic tests among the above risky 
patients and monitor them closely before signs and symptoms of hormonal imbalance develop. 
 
 

PU-1456 

The SphKs/S1P/S1PRs axis in diabetes: 
 more drug target to be mined 

 
Qiong He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exhibit some opposite views of SphKs/S1P/S1PRs axis in diabetes, and list some 
possible reasons leading to these branches. 
Methods Based on the problems in our recent S1P basic experimental study, we collected the 
drug target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1P. After summarizing authoritative articles on S1P over 
the past 10 years,comparative analysis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drug target information. 
Finally, it sho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1P drug targets in 
recent years, and we also put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1P research we conducted. 
Results The function of cell signaling pathways have been highly valued recently, which will lead 
to a new direction of clinical therapies from the molecular level to useful drug targets.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also know as GPCRs, stand for a major drug target in various clinical areas. 
GPCRs offer the specificity and selectivity for many human disorders, so currently on the market, 
nearly 40% of drugs aim at GPCRs as well as regulate their functions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Among them, S1P receptors have drawn little attention to potential clinical diabetes 
therapies compared to its role in other diseases such as ulcerative colitis, renal failure, multiple 
sclerosis, liver failure, acute stroke, Crohn’s disease, polymyositis, dermatomyositis, psoriasis, 
transplant rejection, and especially in cancer. So this section focuses on the exciting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hKs/S1PRs targeted therapeutics. 
Conclusions We are just starting to recogniz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role of SphKs/S1P/S1PRs 
axis. There has been strong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alancing the ceramide—sphingosine—
sphingosine-1-phosphate, also known as sphingolipid rheostat, is significant in the prevention of 
diabetes. Although SphKs/S1PRs modulators are now under develop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in different aspects. There are still which can be partly listed as follows: which 
genes are regulated upon receptor activation during glycemic regulation process; what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of S1P receptors; how are S1P levels modulated; does S1P have 
different biological effects on different species’ insulin secretion or different types of cells in one 
specie, if so, how they make it; is S1P regulates in a positive or negative feedback; how does 
different tissues or organs collaborate to maintain the homeostasis of blood glucose in human 
body through S1P signal pathway; what’s the normal blood concentration of SphKs or S1P both 
in human and experiment animals, whether HDL dysfunction can be linked to abated HDL-S1P 
and eventually lead to abnormal blood glucose regulation, those are small part of numerous 
questions to be clarified. Various technological means can help to do further studies. For instance, 
gene targeting approaches using small interference RNA and transgenic models,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SphKs/S1P/S1PRs on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Maybe in the future, 
more specific antagonists or agonist can be used as therapeutic agents for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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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7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 of TRAb persistently 
 positive in TSHR susceptible loci of Graves’ disease 

 
Bingli Liu1,Jianhua Ma1,Huaidong Song2 

1.Nanjing First Hospital 
2.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 antibody (TRAb) 
persistently positive in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 (TSHR) susceptible loci of Graves’ 
disease (GD). 
Methods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1300 GD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D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peripheral blood. The susceptibility loci of Graves's disease were genotyped by fluorescent 
probes, including rs179243, rs179247, rs12101261, rs2284722, rs2300525, rs4903964, 
rs7158936, rs12050151. TRAb titer was detected after 1 year follow-up of regular anti-
hyperthyroidism treat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SHR susceptibility sites and TRAb titer 
was analyzed. Meanwhile, the 45 normal thyroid tissues near the tumor of thyroid surgery were 
collected and rs179243, rs179247, rs12101261, rs2300525 were genotyp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TSHR truncated transcriptional transcript ST4 and ST5 we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by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Results Rs179243, rs179247, rs12101261, rs2284722, rs2300525, rs4903964, rs7158936, 
rs12050151, rs2284720 of the GD susceptibility loci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ersistently 
positive TRAb,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rs3783949 and rs17111394 and 
persistently positive TRAb. At the same time, binary logistic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s179243, rs179247 and rs2300525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of persistently positive TRAb,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SNP susceptible genotypes (TT/AA/G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persistently TRAb positive (OR=3.486, P =0.005). The susceptible genotype rs179243, 
rs179247 and rs12101261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SHR truncated transcript ST4 and 
ST5.  
Conclusions The TSHR susceptible loci may result in persistently positive TRAb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TSHR truncated transcript ST4 and ST5.  
 
 

PU-1458 

Pan-cancer analysis of somatic mutations across 21 
neuroendocrine tumor types 

 
Xiuli Jiang1,Yanan Cao1,Weiwei Zhou1,Lin Li1,Jiaqian Wang2,Zhibo Gao2,Yiran Jiang1,Aijing Shan1,Matthew H 
Bailey3,Kuan-lin Huang3,Sam Q Sun3,Michael D McLellan3,Beifang Niu3,Weiqing Wang1,Li Ding3,Guang Ning1 

1.Shanghai Clinical Center for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Diseases 
2.YuceBio 

3.McDonnell Genome Institute 

 
Objective Neuroendocrine tumors (NETs) comprise a heterogeneous spectrum of neoplasms 
originating from neuroendocrine cells in various organs — most commonly in the endocrine 
glands and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The molecular and etiological features of NETs arising from 
different organs are still far from clarified. Therefor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genomic alternatio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core pathways in NETs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diagnostic, therapeutic strategies and personalize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Here, we 
investigated somatic mutations across 21 NET types through pan-cancer analysis and identified 
86 candidate driver genes. Further analysis of druggability and panel sequencing of these genes 
provide potential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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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landscape of common and specific somatic mutations in NETs, we 
collected mutation data of 1,103 tumors (1,034 published and 69 new whole-exome sequencing 
data) from 38 research projects. We performed whole-exome sequencing on tumor-normal pairs 
of 38 insulinoma (INS), 20 Cushing’s disease (CD) induced by corticotroph pituitary adenoma and 
11 pheochromocytoma (PCC). Using these data, we compiled somatic mutation data across 21 
NET types. The data set consisted of five types of adrenocortical tumors: aldosterone-producing 
adenomas (APA), cortisol-producing adrenocortical adenomas (ACA), ACTH-independent macro 
nodular adrenocortical hyperplasia (AIMAH), adrenocortical carcinomas (ACC) and adrenocortical 
oncocytoma; seven types of pituitary tumors: growth hormone-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s, 
gonadotropins including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and luteinizing hormone pituitary adenomas, 
prolactin pituitary adenomas, thyrotropin-stimulating hormone pituitary adenomas, CD induced by 
corticotroph pituitary adenoma, plurihormonal pituitary adenoma and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s; two types of pancreatic tumors: non-functional NETs (PNETs) and INS; medullary 
thyroid cancer (MTC), parathyroid adenomas and parathyroid carcinomas (PTC); pulmonary 
carcinoids (PC); PCC and paraganglioma (PCC/PGL); small intestine NETs (SINET) and 
neuroblastoma (NB).  
Results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somatic mutations across 21 types of NETs and identified 86 
candidate driver genes. Mutation features and mutated genes are distinct in benign and 
malignant NETs; some candidate driver genes are highly specific in one tumor type, while others 
are common across NETs. Further sequencing of APAs using a customized NET-specific panel 
efficiently identified somatic mutations in candidate driver gene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may advance genomics-based diagnosis and personalized targeting 
therapies of NETs. 
 
 

PU-1459 

The Real World of blood glucose using the Point-of-Care 
 Testing (POCT) System Running  

in China Teaching Hospital 
 

Fengfei Li 
Nanjing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al world of POCT system being used in the teaching hospitals in 
china 
Method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Hisend research group from may 2015 to july 2015 
in  four teaching hospitals in china.The survey questions were referred to the ISO 15197:2013 
standard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POCT system in the hospital setting. 
Results A total of 170 subjects in four hospitals,which included nursing staff,nurse unit 
managers,employee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s,and staff members employed 
by the clinical laboratories in the Tianjin Metabolism Hospital,Nanjing First Hospital,first Affil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 First Hospital affilated with the Xi`an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The average score for the four hospitals surveyed in this study was 66.6,which varied 
from 46.1 to 79.7.  
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s that the real world of the POCT system used in hospital settings 
in china need more closer adherence to a quality managemen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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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0 

Zinc alpha2 glycoprotein promotes browning in adipocytes 

 
Yadi Wang,Xiaoyan Qi,Li Ran,Jing Yang,Jianghua Liu,Xinhua Xi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recruiting and activating brite adipocytes in WAT (so-
called “browning”) would be an attractive anti-obesity strategy. Zinc alpha2 glycoprotein (ZAG) as 
an important fat-adipokine, is reported to ameliorate glycolipid metabolism and lose body weight 
in obese mice. However whether the body reducing effect mediated by browning 
programme remains unclear.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ZAG on the regulation of genes involved in lipid metabolism, and the ability of ZAG to induc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and beiging in 3T3-L1 adipocytes. 
Methods Fully differentiated 3T3-L1 adipocytes were transfected with recombinant adeno-
associated virus 2 expressing ZAG (rAAV2-ZAG). Changes in expression levels of genes 
involved in beiging,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lipogenesis and fatty acid oxidation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qRT-PCR. Expression of brown fat-selective markers UCP-1 
was also confirm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Mitochondrial content was evalua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MitoTracker Red stain. The effects on PKA and p38 MAPK 
signaling were characteriz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Overexpression of ZAG in 3T3-L1 adipocytes enhanced expression of brown fat-specific 
markers (UCP-1, PRDM16 and CIDEA) (P<0.01). Density of mitochondria an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related-genes (PGC-1α, NRF-1/2 and mtTFA) were markedly elevated in rAAV2-ZAG 
transfected adipocytes (P<0.01). Moreover, the key lipid metabolism lipases (ATGL, HSL, CPT1-
A and p-acyl-CoA carboxylase) were also increased in the rAAV2-ZAG group (P<0.01). 
Additionall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brown fat-specific markers (UCP-1),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related-genes (PGC-1α) and key lipid metabolism lipases (ATGL, HSL, CPT1-A and 
p-acyl-CoA carboxylase) was possibly mediated by ZAG-induced activation of PKA and p38 
MAPK signaling,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nhibition of PKA/ p38 MAPK by H89/SB203580 
observably abolished express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gene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study clearly demonstrated that ZAG plays a modulatory role 
in induction of the brown-like phenotype accompanied by enhancement of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and lipid catabolism.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may 
rely upon ZAG-β3AR-PKA/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 
 
 

PU-1461 

Crucial role of the leukotriene B4 receptor type 2 (BLT2)  
in diabetic epidermal wound healing 

 
Min Liu1,Fengling Chen1,Takehiko Yokomizo2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Juntend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okyo 113-8421， Japan 

 
Objective  BLT2 is a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that is activated by 12(S)-hydroxyheptadeca-5Z, 
8E, 10E-trienoic acid (12-HHT) and leukotriene B4 (LTB4). Mouse BLT2 is expressed highly in 
small intestine and skin. In skin, BLT2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follicular and interfollicular 
keratinocytes. Keratinocytes are the major population of epidermis and the first barrier of the body. 
In the process of tissue injury and repair, keratinocytes rapidly migrate and form epithelial sheets. 
This step is one of the key events in the process of wound healing. 
Methods  To clarify the role of BLT2 in skin wound healing, full-thickness excisional (3 mm 
diameter) skin wounds were made on the dorsum of 7-10-week-old BLT2-/- and WT mice. BL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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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exhibited a delay in skin wound healing in comparison to WT mice. As the production of 12-
HHT is cyclooxygenase (COX)-dependent, a COX inhibitor aspirin was applied in drinking water 
to the mice. Aspirin delayed skin wound healing only in WT mice, but not in BLT2-/- mice.To 
address the mechanism of delayed wound healing in BLT2-/- mice, we performed DNA microarray 
analysis of mice skin. Several genes known to enhance cell migration were downregulated in 
both intact and punched skin of BLT2-/- mice.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oles of BLT2 in 
keratinocyte migration in vitro. Spontaneously immortalized human skin keratinocytes, HaCaT 
cells stably transfected with human BLT2 exhibited more efficient migration than mock cells in the 
scratch assa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performed to address the responsible genes for 
the enhanced migration of BLT2 overexpressing HaCaT cells. The amount of mRNA of several 
MMPs,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was increased in BLT2 overexpressing cells under 12-HHT 
stimulation.A synthetic BLT2 agonist accelerated wound closure in cultured cells as well as in 
C57BL/6J and diabetic mice.  
Results  These results identify a nove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action of the 12-HHT/BLT2 
axis in epidermal keratinocytes and accordingly suggest the use of BLT2 agonists as therapeutic 
agents to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particularly for intractable wounds, such as diabetic ulcer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trongly suggest a crucial role of BLT2 in diabetic 
epidermal wound healing in vivo and keratinocyte migration in vitro. 
 
 

PU-1462 

Celastrol Inhibiting Glucose Induced INS-1 Cells 
Dedifferentiation Via Suppression of FoxO1 Decomposition 

 
Jinya Huang,Renming Hu 

Huashan Hospital 

 
Objective Rodent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celastrol administration, extracting from 
Tripterygium, declines blood glucose levels. The mechanism was not completely discovered yet. 
Recently, both human and animal researches declared that islet β cells dedifferentiation through 
FoxO1 decrease was the criminal of diabetes. Evidence showed that FoxO1 is degraded through 
ubiquitin proteasome pathway and celastrol is a kind of proteasome inhibitor.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celastrol inhibited islet βcell dedifferentiation via suppression of FoxO1 
decomposition.  
Methods Islet β cell dedifferenti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25 mmol/L glucose intervention 
on insulin secreting (INS-1) cells of rats for 48 hours. INS-1 cells were simultaneously treated with 
or withou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celastrol to explore its effect on FoxO1. After intervention, 
cell viability was detected by cell counting kit-8 (CCK-8), and FoxO1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qPCR. 
Results Celastrol was out of toxic to INS-1 cells within concentration of 250nM. Besides that, 
hyperglycemia(25mmol/L glucose) gave rise to FoxO1 degradation in INS-1 cells, while celastrol 
would reverse this phenomenon on protein level. Both 25nM and 250nM celastrol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FoxO1 protein in INS-1 cells. And this effect was not caused by transcription 
enhancement. qPCR revealed that celastrol had no effect in FoxO1 mRNA level in INS-1 cells. 
Conclusions Glucose induced INS-1 cells dedifferentiation. Celastrol might inhibit this function 
via suppression of FoxO1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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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3 

Serum 1,5-Anhydroglucitol Concentrations Remain Valid as 

a Glycemic Control， Marker In Diabetes with Earlie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Stages 

 
Yuanyuan Bai,Ruihua Yang,Yanan Song,Yuhuan W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iability of 1,5-anhydroglucitol (1,5-AG) in diabetes with mild or 
moderate renal dysfunction. 
Methods 668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as DM group and 336 healthy controls as non-DM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M group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the 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Disease Outcomes Quality Initiative(KDOQI)classification system. eGFR＞
120mL/min was classified as glomerular hyperfiltration, 90≤eGFR≥120mL/min was classified as 

CKD stages 1; 60≤eGFR＜90 mL/min was classified as CKD 2; 30≤eGFR＜60 mL/min was 

classified as CKD 3..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1,5-AG， fructosamine（FMN）and glycated 

hemoglobin (HbA1c) were assayed via the enzymatic method, the nitro reduction four nitrogen 

thiazole blue test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respectively. Independent T-test，

Chi-square test，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via SPSS 22.0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the form of mean ±SD was used to show the results. Two-sided P＜0.05 

was considered significant. 
Results  ln(1,5-AG)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bA1c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eGFR＞120mL/min (R2=0.368, P＜0.001) , eGFR 90-120 mL/min (R2=0.306, P＜0.001) , 

eGFR 60-89mL/min (R2=0.482, P＜0.001) , eGFR 30-59mL/min (R2=0.398, P＜0.001). Similarly, 

significant inverse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ln(1,5-AG) and FPG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eGFR＞120mL/min (R2=0.167, P＜0.001) , eGFR 90-120 mL/min (R2=0.170, P＜0.001) , eGFR 

60-89mL/min (R2=0.164, P＜0.001) , eGFR 30-59mL/min (R2=0.137, P=0.005). which means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eGFR≥30mL/min，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ciation still existed between 

logarithmic transformed 1,5-AG values (ln1,5-AG) and HbA1c as well as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 Besides, eGFR was not one of the determinants of 1,5-AG levels in both DM group 

(standard β=-0.049，P=0.383 ) and healthy controls (r= -0.095, P= 0.084 ).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serum uric acid (UA) is on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1,5-AG 

(standard β=0.119，P=0.015) and among the three glycemic markers, only HbA1c was found to 

be correlated with the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for b-cell function (HOMA-β) (standard 

β=0.097，P=0.012). 

Conclusions 1,5-AG values remain reliable as a glycemic control marker In diabetes with mild or 
moderate dysfunction. Serum UA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1,5-AG levels. 
HbA1c may be a good biomarker for insulin resistance compared with 1,5-AG and FMN. 
 
 

PU-1464 

Serum Ferritin: A Promising Marker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Yuejun Liu,Mingfeng Xia,Hua Bian,Linshan Zhang,Hongmei Yan,Xinxia Chang,Xin Gao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c diseases，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Iron overload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alter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Some studies found that serum ferritin (SF), a 
circulating biomarker of iron storage, was associated with liver steatosis and fibrosis in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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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NAFLD. However, these results need to be confirmed.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SF in 
diagnosing NAFLD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as well. 
Methods A total of 5150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and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Subjects in group 1 (n=192) underwent liver biopsy. Liver pathological alterations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NAFLD activity score (NAS). NASH was defined as NAS ≥ 5 and was eliminated 
if NAS <3. Subjects in group 2 (n=530) were all diabetic and underwent non-invasive liver fat 
content (LFC) evaluation using ultrasound (LFC-US). LFC-US at 9% was used as the cut-off 
value to identify subjects with NAFL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and non-NAFL. NAFLD fibrosis 
score (NFS), a noninvasive system that evaluates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NAFLD, was 
calculated. NFS < -1.455 indicates liver fibrosis stage F0-F2 while NFS > 0.675 indicates F3-F4. 
Subjects in group 3 (n=4428) were initially enrolled in a community-based population study who 
were not diabetic at baseline and underwent LFC-US measur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F 
and the above NAFLD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SF was foun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metabolic syndrome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ender and smoke in (OR 1.002, 95% CI 1.002-1.003, p<0.001). SF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NAS severity (rho=0.289, p<0.001), while SF level in subjects with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NASH was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NASH although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420.21±316.61 vs 376.41±279.3ng/ml, p=0.41). However, according to NFS cut-off, subjects 
with advanced fibrosis (i.e. F3-F4) ha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F than subjects without advanced 
fibrosis (246.8±191.2 vs 382.5±253.7ng/ml, p<0.01).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SF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NFS (rho=-0.255, p=0.004) in male while this associ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after adjustment for diabetes duration. According to LFC-US, SF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diabetic subjects with NAFL than those without NAFL (328.7±252.2 vs 
239.9±171.8ng/ml, p<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F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NAFL in diabetic subjects with liver enzyme abnormalities (OR=1.002, 95% CI 
1.001~1.003, p<0.05) after adjustment for gender, age,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diabetes 
duration, FPG, HbA1C, FCP, TG, TC, HDL-cholesterol and uric acid. Similar relationship was 
also found in community-based population. Subjects in group 3 with highest quartile range of 
LFC-US (i.e. ≥11.7%)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F level than subjects with other three 
lower quartiles. In female, SF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LFC-US after adjustment for 
menopause in female (β=0.065, p=0.002) and in male (β=0.098, p=0.001).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SF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liver steatosis and 
fibrosis in Chinese population, especially diabetic subjects. Therefore, SF is a potential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NAFLD in clinic set.  
 
 

PU-1465 

Conditionally knock-out pyruvate dehydrogenase E1a  
in pancreas β-cell impairs insulin secretion 

 
Xiao Wang,Shuchang Lai,Hong Qiu,Jie Shen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PDH E1a on beta cells and the role for 
insulin secretion in the inducible islet-specific PDH E1a knockout mice(β-PDHA1KO) in vivo. 

Methods By using Cre-loxp recombination system，PDHA1flox/floxCre+/-  mice were generated by 

crossing PDHA1flox/-Cre+/- mice with PDHA1flox/flox mice. Genotypic identification was performed by 
PCR at the age of 3 week and Tamoxifen was injected at the age of 8 week. Construction of β-

PDHA1KO（PDHA1flox/floxCre+/-） mice, with PDHA1flox/floxCre- mice as controls, were detecte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hair, food intake, weight and blood glucose of the mice every 2 
weeks after Tomoxifen induction. Glucose tolerance test was performed on β-PDHA1KO mice 

and control mice at age of 12 week by intraperitoneal glucose injection（1.5g/kg body w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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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night fasting. Pancreas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or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immunofluorescence and confocallaser-scanning microscopy. 
Results β cell- specific deletion of the PDHA1 gene was successfully generated and induced. 
Though no changes was found in hair, food intake and weight between β-PDHA1KO and control 

mice， the glucose tolerance test was visibly impaired in β-PDHA1KO mi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N=9，p＜0.001）.  Meanwhile , an overt increase of the mean size of islets and 

the number of beta cells inβ-PDHA1KO mice on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was observed.  
Conclusions The islets conditionally PDH E1a deleted mice model confirmed that deleted the 
expression of PDH E1a made a compensatory enlargement of the islets and insulin secretion 
impaired. 
 
 

PU-1466 

The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Status and Hyperuricemia 
 in Jingyuan County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Xiaohui Song1,Wenchao Hu1,Lanjie He1,Li Chen1,2 

1.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Qingdao） 

2.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status and hyperuricemia in Jingyuan 
county of Ningxia Province of China. 
Methods  I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we included 9955 participants. Gender, age, ethnicity, 
educational status, the habits of smoking and drinking alcohol were recorded. Body weight, height, 
waist circumference, hip circumference, serum uric acid, fasting plasma glucos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fasting insulin, fasting C-peptide, total cholestero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s, free triiodothyronine, freethyroxine,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2-hour plasma glucose were measured. 
Results Gender, ethnicity, educational status, drinking alcohol, total cholestero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body mass index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hyperuricemia. Being Female, Hui nationality,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is protective factors. While high educational status, drinking alcohol, triglycerides,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body mass index were risk factors for hyperuricemia. 
Conclusions  High educational status was the risk factor for hyperuricemia. 
 
 

PU-1467 

Clinical analysis of 16 misdiagnosed 
 LADA cases a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Yan Wang,Bin Xiao 

Deyang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Retrospectively analyz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lways misdiagnosed latent 
antoimmune diabetes in adult(LADA) a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in our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recent five years.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imely proper treatment of LADA.it will 
provide clinical experiences. 
Methods Researched misdiagnosed LADA cases as type 2 diabetes hospitalized in our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through the electronical medical record system from January 2013 to 

May 2018. A total of 16 cases were admitted.Design a excle form to collec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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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information and clinical data.Then w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Misdiagnosed LADA patients have a 0.23%proportion in all hospitalized type 2 
diabetes.Male: female=8:8case. Average age:45.2±14.4 years,the onset age: 39.6±12.9 years, 
the misdiagnosis time:64.5±59.1 months.Among of them,there are 4 cases suffered from 
ketoacidosis in the past. At the confirmed time,there are 12 cases with ketosis, 6 cases with 
ketoacidosis, 7 cases with hyperglycemia hyperosmotic status and hyperglycemia hyperosmotic 
syndrome, 9 cases with chronic diabetic complications, 4 cases with another autoimmune 
diseases, 5 cases with 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All 16 patients used oral medication,but 9 
patients haven’t  used any insulin before diagnosis.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118 ±13mmHg,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74.8±11.5mmHg. BMI: 20.36±3.46 Kg/m2. Fasting glucose 

13.9±2.8mmol/L， HbA1c 11.5±2.8%.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antibody positive (GADA) 

ratio is 81.3% (13/16), the ICA positive ratio is 18.7% (3/16), IAA is negative in all cases. Total 
cholesterol(TC) 4.1±1.0 mmol/L,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c) 2.05±0.89 mmol/L,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c) 1.50±0.46mmol/L, triglyceride(TG) 1.35±0.71mmol/L.Islet secretion of insulin 
and C-peptide release trial suggests that the serious failure ofβcell function without 1 and 2 
secretion phases. 
Conclusions  It is so easy that LADA patients are misdiagnosed as type 2 diabetes in early 
stage. We’d better pay attention to the diabetes patients with onset age less than 40 years old, 
normal BMI even thine,and without metabolic syndrome such as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GADA, ICA, IAA and other related indicators should be routine screening in order to avoid more 
misdiagnosis and unreasonable treatment. 
 
 

PU-1468 

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 caused by an uncommon 
disease 

 
Peijie Shi,Hui Guo,Bingyin Sh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Hypercalcemia associated with bone metastases is well recognized, but malignancy-
related hypocalcaemia is not, although it is increasingly encountered. The following case will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at.  
Methods A 69-year-old man with a background of hypertension presented with a three-month 
history of fatigue of lower limbs. He could barely walk. Hypokalemia, hypocalcemia, raised 
parathyroid hormone (PTH)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levels were found in the laboratory tests of 
local hospital. He could walk after potassium treatment, but had recurrent fatigue of lower limbs 
which led him to our hospital. Clinical examination discovered undernourishment and anemic 
countenance. His eyelid conjunctiva was pale and his muscle strength reduced to level IV. In 
palpation, an enlarged right supraclavicular lymph node was felt. The initial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s showed a normal renal profile, a reduced red blood cell count and albumin. His 
parathyroid hormone (PTH) level was elevated at 239pg/ml, alkaline phosphatase was elevated 
at 1488 IU/l, Total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 was elevated at 863.5 ng/ml, PSA-Free in 
excess of 50 ng/ml, Calcium 1.8 mmol/l (low) and phosphate 1.25 mmol/l(nomal).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markers of bone turnover such as N-OST, beta-crossl and TP1NP which are 
indicative of osteoblastic and osteoclastic activity was seen. Skeletal X-rays showed hyperostosis 
and osteosclerosis in harnpan, pelvis and spine. The bone densitometry test showed T value of 
spine was 4.1 and Z value of spine was 5.0. Prostate Sonography discovered a solid lesion and 
prostate biopsy showed adenocarcinoma of prostate (Gleason 8(5+3)). A bone scan was 
performed which revealed widespread bone metastases in the axial resulting in a ‘super scan’, 
consistent with prostatic metastases. His hypocalcemia was difficult to adjust to a norm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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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the excessive uptake of calcium by the osteoblastic metastases followed by a raised level 
of PTH.  
Results He was diagnosed with adenocarcinoma of prostate, widespread bone metastases, 
hypocalcemia and 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 Since the malignancy had developed into an 
advanced stage, he merely received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nd biphosphonate therapy 
accompanied with calcium and calcitriol supplement. In the following 6 months, he experienced 
bone fracture for three times (left leg, right leg and clavicle) and finally died of falling off the bed.  
Conclusion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is case? Though most of bone metast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hypercalcemia due to the releasing of calcium from bone such as lung cancer, 
gastric cancer and colon cancer, there are a few of osteoblastic metastase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hypocalcaemia such as prostate cancer and breast cancer. It was reported that 75% of 
hypocalcemia associated with bone metastases could trace back to prostate cancer while 57% of 
prostate cancer with bone metastases was accompanied by 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 As 
an endocrinologist, when we encounter a patient with hypocalcemia and raised level of PTH, not 
only should we think of CKD,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malabsorption of intestine, but also 
prostate cancer, especially when the patient is an aged male. In this situation, PSA level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be tested. 
 
 

PU-1469 

Association between Resting Heart Rate  

and Metabolic Syndrome：A Cross-sectional and 

 Prospective Study in Community-dwelling Chinese Adults 
 
Jieli Lu,Wu Xueyan,Du Rui,Peng Kui,Li Mian,Xu Min,Xu Yu,Chen Yuhong,Bi Yufang,Wang Weiqing,Ning Guang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resting heart rate (RHR) was associated with life 
span, b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mains unclear.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lucid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HR and metabolic syndrome (MetS)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A cohort of 10, 375 participants was surveyed during 2010 in a community-dwelli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opulation from the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The diagnosis of 
MetS wa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 Adult Treatment 
Panel III criteria. Three RHR measurements were obtained with participants in a seated position 
after five minutes of quiet rest. Participants without MetS at baseline were followed-up for 4 years. 
Results At baseline, the prevalence of Me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ment of RHR (P 
for trend <0.0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multivariate-adjusted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for prevalent MetS was1.13 (1.08-1.18) with each 10 beats per 
minute increment of RHR. More importantly, during 4 year follow-up,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s in 
the lowest quintile, those in the highest quintile of RHR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incident 
MetS. Multivariate-adjusted risk ratio (RR) and 95% CI for incident MetS was 1.14(1.09-1.20) 
1.33(1.08-1.64), 1.37(1.11-1.68), and 1.58(1.29-1.93) with each 10 beats per minute increment of 
RHR. 
Conclusions Our cross-sectional and prospective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 that RHR is 
associated with prevalent Met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 powerful predictor for future 
incidence of MetS in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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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0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utoantibodies in T2DM patients: 
 clues for the role of adaptive immune system in T2DM 

 
Siwen Zhang,Guixia Wa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Advances in the field that identified components of both the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as key players in regulating inflammatory processes of type 2 diabetes (T2DM) 
are worth to detecting. As antigen specificity is a hallmark of an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its 
role in modulating the chronic inflammation that accompanies obesity and type 2 diabetes beg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nsulin resistance and type 2 diabetes can have autoimmune components. 
This review aims to identify the T2DM-associated specific autoantibodies with diagnostic potential 
and provide new ideas about the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in mechanisms of T2DM. 
Methods Systematic searches were conducted using PubMed with the key words “T2DM” AND 
“autoantibodies” from the earliest available date of indexing until March 30, 2018. The quality of 
the eligible studies was assessed based on 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 with some modifications. 
Results After reviewed and extraction, 7 studi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regarding T2DM-
associated autoantibodies with the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 8 autoantibodies including NPY-LA 
(12%), NPY-PA (23%), anti-GFAP antibodies (29.4%), CPH-Ab (4.8%), autoantibodies against 
DNA-AGEs (55.3%), PPARG2 autoantibodies (17%), UBE2M autoantibodies (26%), and 
autoantibodies against amyloid-Aβ (45.4± 7.7%)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2DM group 
comparing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bility of 
above autoantibodies in large-scale population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Different antibodies 
mentioned above showed different features and correlations with the onset, duration or 
complications of T2DM. Anti-GFAP antibodies could last a long period of time. Autoantibodies 
against DNA-AGEs (r = 0.486, p < 0.001) and amyloid-Aβ (R = 0.264, p < 0.001) were 
dramatically elevated in T2DM and may be useful as another biomarker for assessment of 
chronic glycemia. Meanwhile, the roles of NPY-LA/PA, CPH-Ab, PPARG2, UBE2M 
autoantibodies were still not totally clear during the mechanism of T2DM. 
Conclusions NPY-LA, NPY-PA, anti-GFAP antibodies, CPH-Ab, autoantibodies against DNA-
AGEs, PPARG2 autoantibodies, UBE2M autoantibodies, and autoantibodies against amyloid-Aβ 
may be promising biomarkers that could facilitate T2DM pre-diagnosis and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PU-1471 

Expression of Nrf2 Promotes Schwann Cell-Mediated 
Sciatic Nerve Recovery in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Wei Tang,Tuo Li, Xiangfang Chen,Liu Haoqi,Lv Qian ,Zou Junjie,Shi Yongquan,Liu Zhimin 

Affiliated Changzheng Hospital of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igh glucos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ainful diabetic neuropathy by activating the TLR4/NFκB signal pathway. Schwann cells 
(SCs) are integral to peripheral nerve biology, contributing to saltatory conduction along axons, 
nerve and axon development, and axonal regeneration. SCs provide a microenvironment favoring 
vascular regeneration but their low survival ratio in hyperglycemic conditions suppress the 
function to promote nerve growth.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Nrf2) promotes 
remyelination after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Nrf2 in 
SC-mediated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sciatic nerv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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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compared plasma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diabetic patients (DN) with/without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 and assessed whether Nrf2 expression in SCs could repair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in a rat model. Nrf2, TLR4/NFκB signal pathway and apoptosis relative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poptosis and angiogenesis were determin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tubule formation assay, respectively. Regenerated nerves were 
determin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Results Higher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VEGF expression were found in DPN patients. 
Cellular experiments indicate that Nrf2 expression inhibits hyperglycemia-induced apoptosis and 
promotes angiogenesis by regulating the TLR4/NFκB signal pathway. Animal experiments show 
that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myelin sheath thickness, and sciatic vasa nervorum are restored 
with transplantation of SCs overexpressing Nrf2.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 high survival ratio of SCs in a DPN rat model indicates that 
overexpression of Nrf2 restores nerve injury. 
 
 

PU-1472 

Endothelial protective effect of irisin on diabetic mice 
involves antioxidative and antinitrative stress 

 
Di Zhu,Caizhe Yang 

Air Force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Objective Vascular diseases are the principle causes of death and disability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and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is the earliest pathologic alteration in diabetic vascular 
injury. Irisin, a newly defined exercise-induced myokine, has been reported to reduce body weight 
and alleviate insulin resistance in obese mice, which suggests it could be a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diabete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risin attenuated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in type 2 diabetic mice and further to determin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C57BL/6 mice were rendered type 2 diabetic by high-fat (HF) diet and then treated with 
vehicle or irisin (2mg/kg/d). Bioactive nitric oxide (NOx) from aortas were determined both 
functionally (endothelium-dependent vasorelaxation) and biochemically (p-VASP expression).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irisin on endothelial 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cultured with high glucose/high fat 
(HG/HF) were also treated with vehicle or irisin (1μg/ml). The markers of oxidative/nitrative stress, 
productions of NOx, superoxide, nitrotyrosine were tested, and expressions of p-eNOS, PKC-β, 
gp91phox, p-P65 and iNO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Mice fed with HF diet developed type 2 diabetic mice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fasting 
glucose and insulin,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s compared with control mice. Irisin 
treatment attenuated above metabolic disturbances. Aortas from diabetic mice revealed 
decreased NOx bioavailability evidenced by decreased endothelium-dependent vasorelaxation 
(maximum 51.5±5.5% vs 89.4±2.4%, P<0.01) and expressions of p-VASP as well as p-eNOS, 
while productions of NOx, superoxide and peroxynitrite were increased with up regulation of iNOS 
and gp91phox. Irisin treatment in diabetic mice improved endothelium-dependent vasorelaxation 
(maximum 78.19 ± 2.9% vs 51.5 ± 5.5%, P<0.05), increased p-eNOS and p-VASP expressions, 
and decreased oxidative/nitrative stress markers. In vitro study revealed that HG/HF decreased 
phosphorylation of eNOS and VASP and increased oxidative/nitrative stress partially by activating 
PKC-β/NADPH oxidase and NF-κB/iNOS pathways in HUVECs, while irisin (1μg/ml) restored the 
decreased phosphorylation of eNOS and VASP, and reduced oxidative/nitrative stress induced by 
HG/HF via inhibiting PKC-β and NF-κB activation as demonstrated by decreased membrane 
translocation of PKC-β and reduced phosphorylation of P65 in HUVECs (all P<0.05), which 
confirmed the direct protective effect of irisin on endothelial cells. 
Conclusions Irisin alleviates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in type 2 diabetes partially via reducing 
oxidative/nitrative stress through inhibiting signaling pathways implicating PKC-β/ NAD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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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dase and NF-κB/iNOS, suggesting that irisin may be a promising molecule for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PU-1473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Emotional Behavior Therapy  
in dietary intervention of   type 2 diabetes 

 
Xiaoxia Li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in Gansu Province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asked 
about their current diet, subjected to an assessment of unreasonable diet-related beliefs, an 
anxiety self-assessment scale, and a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maintain a 24 hour food diary that was used to assess their dietary cognition as well as their 
behavior and mood.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 combination with diabetes mellitus 
dietary guidelines, identify patients’ unreasonable cognitions, behaviors, and habits regarding 
food. This information could then b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echniques to design a dietary intervention program, correcting the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subjects and thereby allowing for a return to healthy eating behaviors that would facilitate a 
healthier lifestyle and improved disease management.  
Methods 1. The evaluation method was as follows: At baseline, patient diet questionnaires, as 
well as questionnaires about irrational beliefs connected to diabetes and eating as well as 24 
hour personal food consumption diaries (which were generated with the use of specific food 
measurements as facilitated by the use of measuring cups and spoons),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 and anxiety self-assessment scales were all provid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complete, 
the tests regarding diabetes dietary knowledg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re all repeated to 
probe for the presence of any changes. 2. Intervention methods were as follows: 1) Emotional 
intervention: Patients are offered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inforcement and attention to reduce 
their diabetes-related anxiety.; 2) Reasonable belief reconstruction: In part through providing and 
explaining the dietary guidelines for diabetes, patients are led to recognize and refute their 
unreasonable dietary beliefs and cognitions, and to reconstruct reasonable alternatives. These 
guidelines explain th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relevant high and low glycemic index foods 
necessary for proper medical nutrition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3) Behavior remodeling: A 
variable standard design is used to shape patient behavior. That is, the problematic behavior is 
first observed naturally to form a baseline for comparison.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reatment 
measures, the test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several small stages, and the behavioral change 
criteria of each stage were predetermined. The behavior change curve of each small stage 
becomes the baseline of the next stage, which allows for progressive and gradual shaping of the 
target behavior. Patients must maintain a 24-hour food diary, analyze and reward healthy 
behaviors, punish bad behaviors, and encourage aggressive behaviors. 
Results After therapy, 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chieved a normal self-rating 
scale score, increased their knowledge of diabetes medical nutrition, decreased poor eating 
behaviors, and increased healthy eating behaviors. 
Conclusions  Rational  Emotional Behavior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motional state 
and alleviate negative behaviors i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allowing them to rebuild a healthy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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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4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559 cases of adrenal 
incidentalomas in the elderly Chinese 

 
TUO LI 

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escribe the incidence, classif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renal incidentalomas (AIs) in the elderly Chinese. 
Methods Primary clinical records in 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n = 559) were collected for 
incident cases of AI between January 1, 2002 and December 1, 2016. We examined 
demographics, endocrine functions, treatment, etiology, and prognoses.  
Results We identified 559 new diagnoses of elderly onset AIs, of which 41.25% were male and 
were diagnosed at a mean age of (74.39 +/- 9.03) years. About 61% showed no typical 
symptoms. Upon systematic review, 41.34% showed dysglycemia, high blood pressure, 
kaliopenia, and so on. 24.15% (n=135) received complete or partial endocrine function 
assessments. A total of 281 cases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and 278 cases went through 
regular follow-ups without any operation.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P > 0.05). During the follow-up, the presence of new subclinical 
hypercortisolism was 8.99%, and the tumor grew up 3.92% per year (1.96 +/- 0.09 mm). 51 cases 
(9.12%) eventually received further invasive examinations or surgical treatments. 
Conclusions The detection of AI in the elderly Chinese is increasing annually. The imaging 
method and endocrine function tests have great roles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benignancy and 
malignancy.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elderly Chinese with AI should receive 
multidisciplinary assessment. Biochemical and mor- phological follow-up of aged patients with AI 
should be conducted every 5 years at least.  
 
 

PU-1475 

Orlistat let the body muscles and fat balance and reduce 
cardiovascular accidents happen 

 
yuping liu1,Yichun Tu2 

1.Xiamen Chang Gung Hospital 

2.Xiamen Justcan Health Management CO.，Ltd 

 
Objective The objects of the research are adult patients who take medicine ‘’orlistat 120mg TID 
“ and who do not take the effect including BMI,FFM, VFV, SFV, muscle-fat rate.. 
Methods Two groups (BMI>24kg/m2) were randomly assigned, 40 in group, and 42 in 
group. Applying SPSS 20.0 as analysis software to make basic analysis on the objects’ FFM, 
VFV, SFV and BMI.  
(1) Adult patients who did not take medicin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MIN MAX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BMI .2 3.3 1.667 .9882 

FFM（kg） .5 8.8 4.244 2.5700 

VFV（kg） .0 2.1 .928 .6789 

SFV（kg） .0 5.4 2.761 1.6592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able, the objects’ minimum of BMI is 0.2, and the maximum of BMI is 
11.5 and the mean of BMI is 2.59. The minimum, maximum and mean weight of FFM are 
respectively 0.2kg, 8.8kg and 4.244kg. The minimum, maximum and mean weight of SFV are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937 

 

respectively 0, 2.1kg and 0.928kg. The minimum, maximum and mean weight of SFV are 
respectively 0, 5.4kg and 2.761kg.  
(2) Adult patients who took medicin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MIN MAX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BMI .20 11.50 2.9353 2.45788 

FFM（kg） .4 28.4 7.578 6.1869 

VFV（kg） .2 7.8 1.678 1.4840 

SFV（kg） .2 18.1 4.339 3.5750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able, the objects’ minimum of BMI is 0.2, and the maximum of BMI is 
11.5 and the mean of BMI is 2.93. The minimum, maximum and mean weight of FFM are 
respectively 0.4kg, 28.4kg and 7.758kg. The minimum, maximum and mean weight of VFV are 
respectively 0, 0.2kg, 7.8kg and 1.678kg. The minimum, maximum and mean weight of SFV are 
respectively 0.2kg, 18.1kg and 3.575kg.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unk fat mass(TRFM), the rate of upper limb fat to lower limb 
fat(upper/lower limb fat), the rate of muscle to fat(muscle/fat). 
Apply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obtain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the indicators, 
so as to further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are relevance among the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can be divided into 
linear correlation and nonlinear correlation. 
Result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above table, it can find that 100% patients will have oil shit after 
taking the drug, and the patients who did not take medicine won’t have oil shit, so it can conclude 
that this drug has the side effects of oil shit. For the patients who did not take medicine, almost no 
one has abdominal pain, but 28.6% patients have abdominal pain after taking the 
medicin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drug may lead to some people with  
Conclusions Orlistat for overweight and obese patients, not only for the percentage of body fat 
and BMI de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can balance the muscles and fat, make the body more 
balanced than muscle fat, also has a good effect on lowering blood cholesterol, side effect, and 
then the oil abdominal pain situation, but can stand in and after 2 weeks, the adverse reactions 
disappeared, so orlistat in the fat, not just let the body muscles and fat balance, can reduce 
cholesterol and reduc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s may occur.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afe. 
 
 

PU-1476 

Heat shock protein 70 promotes lipogenesis in HepG2 cells 

 
jielei zhang,Nengguang Fan,Yongde Pe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has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rise in obesity rates. Multiple mechanisms are involved in NAFLD, including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and oxidative stress. Heat shock protein 70 (HSP70), which is 
abundant in most organisms, is sensitive to stress. However, the role of HSP70 in NAFLD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possible role of HSP70 in lipid synthesis. 
Methods  C57BL/6 mice were fed a high-fat diet, and HepG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0.5 mM 
palmitic acid (PA). HSP70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qP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triglyceride (TG)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fter Hsp70 overexpression and knockdown, TC 
and TG levels and FAS, SCD, and ACC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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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HSP70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livers of obese mice. In vitro, 
HSP70 expression was markedly induced by PA in HepG2 cells. Notably, HSP70 overexpression 
in HepG2 cells enhanced TC and TG synthesis, in parallel with the upregulation of lipogenic 
genes, including FAS, SCD and ACC. By contrast, HSP70 knockdown decreased the levels of 
cellular lipids and the expression of FAS, SCD, and ACC in HepG2 cells. Togethe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SP70 may promote lipogenesis in HepG2 cells.  
Conclusions Heat shock protein 70 promotes lipogenesis in HepG2 cells. 
 
 

PU-1477 

Visceral obesity i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may  
be early menopause 

 
yuping liu1,Yichun Tu1,2 

1.Xiamen Chang Gung Hospital 

2.Xiamen Justcan Health Management CO.，Ltd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rmone secretion pattern and body fat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child-bearing age females. 
Methods A total of 35 women aged from childbearing to weight loss clinic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18 to 45 years old females of child-bearing ag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Applying SPSS 20.0 to analyze the data, including the age, BMI and body fat rate(BFR). 
Results Those ar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muscle mass and LH, FSH, testosterone 
are more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muscle mass and E2H, cortisol are less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body fat rate and cortisol, FSH, testosterone are 
more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body fat rate and L is 0.466 and more than 0.3,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body fat rate and E2H is -0.137 and less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Similar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FA and 
LH is 0.399,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FA and FSH, testosterone are more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FA and cortisol, E2H are less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AT and LH is 0.439,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AT and FSH is 
more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AT and E2H, cortisol, testosterone are less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cutaneous fat amount and LH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ubcutaneous fat amount and E2H, cortisol is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cutaneous fat amount and FSH, testosterone are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basal metabolism and E2H, cortisol are 
less than 0, so their relationship is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dema index and LH, FSH are more than 0, so they are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dema index and E2H, cortisol, testosterone are less than 0, so 
they are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s The quantity of visceral fat and LH level i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FSH and E2H levels. Compared with visceral fat, subcutaneous fat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visceral fat, and muscle content wa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FSH and LH. A 
finding may be if this stage if the phenomenon of women present premature menopause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o metabolic syndrome risk due to the high level VFA, but from this experiment 
can not clear its related mechanisms and relationships, we can only observe the phenomenon, to 
be further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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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8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resveratrol improving 
 diabetic nephropathy by autophagy 

 
Xianghong Xu 

nanjing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Resveratrol is reported to have beneficial effects on renal disease.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resveratrol are mediated by stimulation of autophagy. Autophagy is a cellular process 
by which damaged components are removed. Using db/db mice and potocytes cultured in high 
glucose either treated or not treated with resveratrol,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resveratrol on 
autophagy in the chronically diabetic nephropathy. Further, we studied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microRNAs after resveratrol treated in db/db mice to find of molecular mechanisms. 
Methods Db/m mice were fed regular chow, or given with resveratrol intragastricly, and db/db 
mice were fed regular chow, or given with resveratrol intragastricly.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tail blood glucose, urinary albumin and serum creatinine of mice 
were measured, and renal tissues were prepared for HE/PAS staining, double immune-
fluorenscence labeling with antibodis againse LC3 and anti-synatopodin,  miRNAs gene chip 

assay,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LC3-Ⅱ/Ⅰ and cleaved-caspase-3, and quantitative RT-PCR 

analysis of candidate  miRNAs. 
First, mouse podocytes cell line were grown in normal medium with 5mM glucose, in medium with 
30mM glucose, in medium with  30mM glucose and 1μM  resveratrol, in medium with  30mM 
glucose and 10μM resveratrol or in medium with 30mM glucose and 100μM resveratrol. Secondly, 
podocytes were grown in normal medium, in medium with 30mM glucose, in medium with  30mM 
glucose +10μM  resveratrol, in medium with 30mMglucose+10μM resveratrol+5mM 3-
methyladenine, and in medium with 30mM glucose +10μM resveratrol +100nM rapamycin. Cells 

were harvested for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LC3-Ⅱ /Ⅰ ,and cleaved-caspase-3，observing 

autophagy morphology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racing autophagy by GFP-LC3 
fusion protein , detecting cell apoptosis by Annexin V-fitc /PI double dye. 
 After miRNA gene chips assay, we chose a candidate miRNA which was a different expressed 
after resveratrol treated for further study. Podocytes transfected with mimic and inhibitor of 
candidate miRNA, were prepared for wertern blot of LC3 and p62. 
Results Compared with db/db mice, the level of urinary albumin and serum creatinine were 
notable decreased, the mesangial area and the glomerular siz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diabetic 

db/db mice treated with resveratrol. Expression levels of proteins LC3-Ⅱ/LC3-Ⅰin kidney were 

increased while the levels of cleaved-caspase 3 protein were decreased. 

The doubl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ith LC3-Ⅱ and synaptopodin shows there were much 

more LC3-Ⅱ -positive cells and much more synaptopodin expression in resveratrol-treated 

diabetic mice than in resveratrol-untreated diabetic mice.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HG treated cells) , when co-treated with 10μM RSV or 100μM RSV, 

cel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tein LC3-Ⅱ/LC3-Ⅰratio, whil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cleaved-caspase 3. By detecting cell apoptosis with Annexin V-fitc /PI 
double dye,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HG treated cells), when co-treated with 10μM RSVgroup 
showed decreasing apoptosis significantly. By tracing autophagy by GFP-LC3 fusion protein,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HG treated cells), when co-treated with 10μM RSVgroup showed 
increasing autophagy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10μM RSV treated cells) ,when co-treated with 5mM 3-MA and 10μM 

RSV, cell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rotein LC3-Ⅱ/LC3-Ⅰratio and in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cleaved-caspase 3, and when co-treated with 100nM Rapamycin and 10μM RSV, 

cel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tein LC3-Ⅱ  /LC3-Ⅰ ratio and also in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cleaved-caspase 3. By detecting cell apoptosis with Annexin V-fitc /PI double dye, 
comparing with the group (10μM RSV treated cells), groups (5mM 3-MA +10μM RSVco-treated 
cells or 100nM Rapamycin and 10μM RSVco-treated cells) showed increasing apoptosi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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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10μM RSV treated 
cells), groups (5mM 3-MA +10μM RSVco-treated cells or 100nM Rapamycin and 10μM RSVco-
treated cells) showed more apoptosis. And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10μM RSV treated cells), 
group (5mM 3-MA +10μM RSVco-treated cells) showed less autophagy, while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100nM Rapamycin+10μM RSVco-treated cells) showed more autophagy. 
MiRNA microarray analysis showed that microRNA-18a-5p is a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 
which was down regulated in db/db mice when compared with db/m mice, while up regulated in 
db/db mice after RSV treated when compared with db/db mice. 
QRT-PCR confirmed that miRNA18a-5p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down regulated in db/db 
mice’s kidney when compared with db/m mice, and unregulated after RSV treated. 
We overexpressed and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5p in podocytes. Overexpression of 
miR-18a-5p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p62  protein, and increased the 

ratio of LC3-Ⅱ/LC3-Ⅰ. While inhibition of miR-18a-5p reversed the results. 

Conclusions RSV alleviates urinary albumin, and is an autophagy promoter.  And miRNA-18a-
5p is activated by RSV.  Then we found that there is a critical role for miRNA-18a-5p in the 
control of autophagy activity for protecting podocyt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iRNA-18a-
5p may represent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reventing and attenuating diabetic 
nephropathy. 
 
 

PU-1479 

Regardless of surgical resection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prevention of foreskin balanitis need to control blood  

sugar, especially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yuping liu1,Yichun Tu2 
1.Xiamen Chang Gung Hospital 

2.Xiamen Justcan Health Management CO.，Ltd 

 
Objective We analysis from the database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reason of recurrence 
including the circumcision, fast or postprandial sugar level, and HBA1C.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territory hospital at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in 
Xiamen Chang Gung Hospital, China, between 2011 and 2016. All subjects had receiv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in our previous study. The protocol for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hospital`s Ethics Committee.   
The diagnosis of balanoposthitis was made by clinical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A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all subjects by a qualified doctor per established standard 
diagnostic methods. The diagnosis of balanoposthitis is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 
The presence of balanoposthitis was hyperemia and edema of the head and circumcision, local 
scorching, itching, pain, subsequent erosion and ulceration.We statistics age, cholesterol, lipid 
profile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that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body weight (kg) by the square 
of height (m2). After physical examinations, all participants at local territory health clinics were 
subject to collected fasting or 2 hour postprandial glucose venous blood specimen and lipid 
profile parameters. Poorly blood sugar control was defined as fast sugar > 6mmol/l (108mg/dl) or 
postprandial sugar > 8mmol/l (144mg/dl) and A1C 6.5% as previously defined. All biochemical 
testing ha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t a standardization/ certification program. 
Microsoft Office Excel established the database, and SPSS 19 for windows (SPSS Inc, Chicago, 
IL, USA) was used for statistics analysis.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variables were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presented either as mean for continuous variables or proportions for categorical 
variables. Comparisons among groups were tested by t test was employed to estimate the 
difference for categorical variables.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deter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lanopsthitis and related variable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gar level and balanopsthitis,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lipid profi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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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 All statistical tests were two-tailed with type I error set at 0.05, and P values ,0.05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general profile of the patients is presented in table 1. Of A total 0f 132 consecutive 
male patients with balanoposthit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were recorded in our database 
analysis by a territory hospital at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in Xiamen Chang Gung Hospital, 
China, between 2011 and 2016. 
Additionally, 16 of balanoposthit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patients performed the circumcision. 
Therefore, we analyzed which one is the reason to recurrent including the condition of blood fast 
or postprandial sugar or undertaking the circumcision.  Incidentally, We exclude 72 subjects due 
to missing data. Ultimately, 60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of Table 1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the end, 60 patients were left, and 55 of the 60 were diagnosed as diabetes in the presence of 

balanoposthitis.。So almost 91.6% of balanoposthitis occurs with new-onset diabetes. 

Diabetes mellitus with balanoposthitis collected the age, body mass indax(BMI), total 
cholesterol(T-cho),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triglyceride(TG) . Those differences were: 41.86 ± 9.6，28.10 ± 6.82,5.33 ± 

1.27,3.19 ± 1.02,1.01 ± 0.21,2.65 ± 2.09. 

The results of t-test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recurrenc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recurrent HbA1c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 2.227, P = 0.035).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before relapse and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fter relaps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Conclusions Regardless of surgical resection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prevention of 
foreskin balanitis need to control blood sugar, especially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Study parameter included were age, fast and post prandial sugar level, HBA1C, BMI, history of 
diabetes, circumcision 
 
 

PU-1480 

LESS is MORE--Identification on HepSCs 
 and  Potential treatment for fatty liver disease 

 
TUO LI 

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HepSC and its potential all-round function in Self-
renewing and differentiations. 
Methods Identify and label adult precursor cells were used. In vivo tracing, in situ staining to 
locate the HepSCs. Acute and chronic injuries models were used to activate hepatocytes and 
HepCS. Three-dimensional (3D) cultrure and transplantation assay of HepSCs to culrue HepSCs 
induced to functional cells.  
Results 1. Identification of hepatic stem cells has been lack of specific markers: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s that Lgr5 and Foxl1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and label adult precursor 
cells,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se positive cells is not observed in the case of healthy statues. And 

other markers：Sox9, Hnf1b,Opn and so on, the labeled cells are more extensive, not only 

limited to progenitor cells, so they also show limitations for studying stem cells.  
2. The functions of HepSCs and its activation trigger: In two chronic liver injury models we set up. 
hepatocytes play a major role in repair——DDC-marked by Foxl1 and CDE-marked by Opn 
showed hepatocytes play a major role in repair rather than hepSCs. And in different hepatic 
injury-degree model, HepSCs Showing a different result of self-renewing and turnover 
(hepatocytes for 2.45X and HepSCs only for 0.78X). In moderate model, hepatocytes are enough 
to self-renew. But in intermediate and severe injury models, Lgr5 positive cells are activated to 
different to be function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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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pacity of HepSCs into: Draw on marford’s experiences, culrue stem cells induced a cystic 
like structure and a dendritic structure were formed. Meanwhile for hepatic, we built 
transplantation assay of HepSCs, and the regenerating efficiency is about 11.13%. 
Conclusions For patients suffer from digestive and metab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we can draw 
liver materials, batch the true hepatic stem cells and culturvate. It is believed in that, in near fure, 
the fld patient can receive his own new organs without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Because of: 
1. Identification of hepatic stem cells has been lack of specific markers, but CD 63+ showed 
strong and sepcific positve markering. 
2. The functions of HepSCs are somewhat limited but potential activation trigger. 
3. Draw on marford’s experiences, the HepSCs can be differentiated into a cystic like structure 
and a dendritic structure, and regenerate efficiency in liver. 
 
 

PU-1481 

Higher Expression of Aromatase Cytochrome P450 
 Enzyme Correlated with Invasive Status  

of Prolactinoma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Guoli Du1,Sheng Jiang1,Shu-tong Zhou2,Yin-xia Su1,Jun Zhu1,Xiao-ming Gao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2.No. 474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romatase cytochrome P450 enzyme 
(P450AROM) and related molecules, estrogen receptor-beta (ER-β), Ki-67 and p53 in tumor 
tissues of prolactinoma in pre-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and the association in tumor 
invasive status. 
Methods This study recruited 90 patients with prolactinoma undergoing adenoidectomy between 
2012 and 2017.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laboratory tests and results of pituitar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re collected. Expression of P450AROM, ER-β, Ki-67 and p53 were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prolactinoma tissues. 
Results  A higher level of P450AROM expression was found in pituitary tissues of post-
menopausal women with invasive prolactinoma compared to those without invasive prolactinoma 
(P = 0.034). ER-β level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resistance status in the patients receiving 
bromocriptine treatment (r = 0.363, P < 0.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resistance 
rate (8.2% vs. 3.4%, P = 0.39) and expression of Ki-67 and p53 between pre- and post-
menopausal patients. P450AROM expression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remission-resistance status 
to dopamine agonist treatment and in patients with prolactinoma (r = 0.204, P = 0.053).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ncreased P450AROM expression in prolactinoma of 
post-menopausal women,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vasive status of tumor and a higher 
ER-β expression was related to treatment resistance of dopamine agonist. 
 
 

PU-1482 

Excessive daytime napping  
is associated with abdominal obesity 

 
Diaozhu Lin,Li Yan,Kan Sun,Chaogang Chen,Wanting Feng,Xiaoyun Zha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General and abdominal obesity is associated with many metabolic diseases, such as 
type 2 diabetes. As well, people with habitual daytime napping were at elevated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hile, so far, studies on daytime napping and obesit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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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e. Our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 of habitual daytime napping with general and abdominal 
obesity. 
Methods  We conducted a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8,906 subjects aged 40 
years or older. Overweight, obesity and abdominal obesity wa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recommended thresholds for Chinese population. Information on daytime napping was self-
reported. 
Results There were 49.2% subjects taking habitual daytime napping and 21.7% of them napping 
longer than 1 hour. Subjects with habitual daytime napping, however, took more exercise. There 
i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daytime napping and overweight or general obesity. For females, those 
taking daytime napping more than 1 hour trended to insulin resistance(P=0.018). I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ompared with no habitual daytime napping female subjects, daytime 
napping more than 1 hour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prevalent abdominal 
obesity after multivariate adjustment (OR 1.44, 95% CI, 1.12 - 1.86). 
Conclusions Habitual daytime napping more than 1 hour i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abdominal 
obesity in females although taking more exercise. While, there is not similar correlation between 
habitual daytime napping and general obesity. 
 
 

PU-1483 

C1q TNF-related protein-5 (CTRP-5) correlates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and could be a biomarker  

to predict metabolic syndrome 

 
Feiyu Jiang1,Ling Li1,Gangyi Yang2 

1.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tic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Colleg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China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Objective C1q TNF-related protein-5(CTRP-5) is a member of the C1q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related protein family and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regulation of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However, the clin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CTRP-5 and metabolic 
syndrome (MetS) has not been reported.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TRP-5 and MetS by a cross-sectional study. 
Methods We perform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including 89 control and 
88 MetS individuals. Serum CTRP-5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lating CTRP-5 and MetS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R) were assessed by spearma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Circulating CTRP-5 concentrations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in MetS individuals relative 
to normal adults [104.94 (71.13-133.20) vs. 131.29 (105.28-154.76) μg/L; P <0.01].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ender, and BMI, this difference remained significant (P <0.05). The range of 
CTRP-5 levels was 19.81-226.54 μg/L for normal subjects and 11.00 -203.37 μg/L for MetS 
subjects. And CTRP-5 levels were between 56.25-206.33 μg/L for 95 % healthy subjects and 
18.19-191.69 μg/L for 95 % MetS subjects. Overweight/Obese individuals (BMI ≥ 25 kg/m2) 
showed a lower serum CTRP-5 level than lean subjects (BMI < 25 kg/m2) in the study population 
[124.1 (99.12-147.37) vs.103.9 (79.15-124.25) μg/L; P <0.01].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MetS individuals have higher BMI, FAT%, WHR, BP, TG, FBG, 2-hour blood glucose after 
glucose overload (2-hOGTT), HbA1c, Fins and HOMA-IR (P <0.05 or P <0.01), and lower HDL-C 
levels (P <0.01). Furthermore, circulating CTRP-5 was found to be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BMI, 
FAT%, WHR, TG, FBG, 2-hour blood glucose after glucose overload (2-hOGTT), HbA1c, Fins 
and HOMA-IR, and positively with HDL-C (P < 0.05 or P < 0.01).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serum CTRP-5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Met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nthropometric variables and lipid profile. In addition, serum CTRP-5 levels gradually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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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increase of MetS componen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when CTRP-5 
levels were in the quartile 4(Quartile 1, < 92.94 μg/L; Quartile 2, 92.94 - 116.94 μg/L; Quartile 3, 
116.94 - 145.14 μg/L and Quartile 4, > 145.14 μg/L), the odds ratios of having MetS were 0.21(vs. 
quartile 1, P < 0.01). Finally, ROC curves analysis showed 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s 
(AUCROC) were 0.67 (P<0.001) with a sensitivity of 61% and specificity of 66% for detecting 
MetS, and 0.78 (P < 0.001) with a sensitivity of 64%, specificity of 82 % for IR. The best cutoff 
values for CTRP-5 to predict MetS and IR were 118.67 and 119.99 μg/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irculating CTRP-5 is relative to the elevated risk of MetS in humans and may be 
through the effect of insulin resistance. 
 
 

PU-1484 

BMP9 in the hypothalamus regulates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and hepatic insulin sensitivity through 

 the central PI3K/Akt/mTOR pathway 

 
Qiujin Li1,2,Ling Li1,Gangyi Yang2 
1.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9 (BMP9) whoes ligands 
are found to exist in hypothalamus is associated with glucose metabolism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R). However, the precise mechanism for how the central BMP9 signaling regulate hepatic 
glucose production (HGP) and IR remain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MP9 activity in hypothalamus on glucose metabolism and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explore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We first performed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CV) injections of adenovirus expressing 
BMP9 (Ad-BMP9) or adenovirus encoding 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Ad-GFP) and 
evaluated activation of potential signaling candidates. Moreover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hypothalamic BMP9 in db/db, normal chow diet (NCD) feeding or high fat diet(HFD)-fed WT, 
Adipoq-/- mice and ICV Ad-BMP9 mice. Subsequently, energy expenditure was measured in 
mice treated with ICV Ad-BMP9 or Ad-GFP. We then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overexpression of 
hypothalamic BMP9 and the hyperinsulinemic-euglycemic clamp (HEC) in NCD- or HFD-fed mice. 
Furthermore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PEPCK and G-6-Pase were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ICV Ad-BMP9 on improving hepatic IR.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ICV Ad-BMP9 on 
insulin’s ability to promote the immunostaining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 4, 5-trisphosphate (PIP3) 
formation in the hypothalamic neurons. 
Results We found that BMP9 expression in the hypothalamus was down-regulated in obese or IR 
mice. The overexpression of BMP9 in the hypothalamus decreased body weight, food intake and 
blood glucose, and elevated energy expenditure in HFD feeding mice. Importantly, central BMP9 
ameliorated hepatic IR and suppressed HGP in HFD-fed mice. Central BMP9 induced hepatic 
insulin action and the related metabolic effects were abolished by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CV) 
rapamycin, an inhibitor of the mTOR signaling. Furthermore, central BMP9 increased insulin’s 
ability to promote insulin receptor (InsR) and Akt phosphorylation and to lead phosphatidylinositol 
3, 4, 5-trisphosphate formation in hypothalamic neurons. Thereby,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d the 
first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activating BMP9 in hypothalamus ameliorates central IR by 
promoting insulin’s ability to activate the mTOR/PI3K/Akt pathways and revealed that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may be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the metabolic action of BMP9.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reveal a novel role of BMP9 in CNS for the regulation of glucose 
metabolism and hepatic insulin sensitivity through the central PI3K/Akt/mTOR pathway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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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atory Tests for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Aldosteronism: A System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Ying SONG,Sicen WU,Jinbo HU,Qifu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imary aldosteronism (PA), is recognized as a fairly common cause of secondary 

hypertension，the diagnosis of PA includes screening, confirmation, and subtype classification. 

There are four confirmatory tests recommended by guidelines to identify primary aldosteronism 
(oral sodium loading test, saline infusion test, captopril challenge test, and fludrocortisone 
suppression test), but no sufficient evidence could recommend one over the others. Thus, we 
conducted a system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access the accuracy of different confirmatory 
tests for PA diagnosis.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for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January 1980 and January 2018. Two autho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studies and assessed the quality of each study using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2 (QUADAS-2). Included studies m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primary 
aldosteronism and controls (primary hypertension and/or healthy subjects and/or 
pheochromocytoma) were included and clearly defined; (2) patients diagnosed as primary 
aldosteronism were further confirmed by surgery, AVS, or follow-up after giving aldosterone 
antagonist; (3) PAC or ARR was evaluated for CCT, SIT and FST, and urinary aldosterone was 
evaluated for oral sodium loading test; (4) studies discussing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for PA 
confirmatory tests and a 2×2 table with a certain cut-off could be constructed. Pooled point 
estimates for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diagnostic odds ratios (DOR) with 95% CI were 
computed before plotting the sROC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Publication bias was evaluated using funnel plots. 
Results twenty six articles were involved in our meta-analysis, 15 for CCT, 10 for SIT, 1 for FST 
and 0 for OSL. However, studies concerning OSL and FST were relatively fewer, which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analyzed together with the two other tests. For CCT, the SAUC was 0.9207, an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studies overall were 0.87(95%CI 0.84-0.89) and 
0.84(95%CI 0.81-0.86), respectively. For SIT, the SAUC was 0.9232, an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studies overall were 0.85(95%CI 0.82-0.87) and 0.87(95%CI 0.85-0.89), 
respectively. Besides,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agnostic value between CCT and 
SIT (P=0.9157).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revealed that both CCT and SIT had a high level of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identifying PA, and we did not fi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advantages of CCT, including safety, cost-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to perform 
in outpatient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SIT, such as risk of fluid retention and suppression of 
aldosterone secretion, we regard CCT as a better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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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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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Obesity is associated with metabolic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ffectiv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intervention of weight loss would be widely accepted and reduced the burden 
of disease. Minimally invasive acupuncture is more safety therapy compared with invasive 
surgery, systematic reviews assessed its effects on weight loss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re limited. Acupuncture and related techniques impact on weight-related indicators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compared with non-acupuncture interventions in overweight and obese 
patients are acces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EMBASE, and CENTRAL as of April 19, 2018 and included 
relevant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Risk of bias were evaluated using a modified 
version of Cochrane risk of bias assessment tool for RCTs and Quality of evidence were 
evaluated by GRADE.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pooled using inverse variance method with random effects model. Heterogeneity across studies 
was assessed using Cochran’s Q test and I2 statistic. Pre-specified hypotheses and post-hoc 
covariate were tested i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random effect meta-regre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source of heterogeneity. Monte Carlo permutation test was used to adjust p-value for the 
multiple testing.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RevMan 5.3.5 and Stata 14.0. 
Results Thirty-three RCTs were included (n=2,528). Compared with non-acupuncture 
interventions, acupuncture reduced more body weight (WMD -1.76 kg, 95% CI -2.22 to -1.30, 
I2=77%; moderate quality), body mass index (WMD -1.13 kg/m2, 95% CI -1.37 to -0.88, I2=85%; 
low quality),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WMD -2.56 cm, 95% CI -3.34 to -1.77, I2=74%; moderate 
quality). Acupuncture plus lifestyle intervention provided more reduction in body weight than 
acupuncture alone (mean difference -1.94 kg, 95% CI -3.17 to -0.70), also reduction in BMI was 
statistically associated with length of follow-up (MD -0.10 kg for every week, 95% CI -0.18 to -
0.01; unadjusted P=0.026) both found by univariate meta-regression. Acupuncture also reduced 
more total cholesterol (WMD -12.91 mg/dl, 95% CI -22.19 to -3.63, I2=86%; very low quality)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WMD -13.52 mg/dl, 95% CI -21.47 to -5.58, I2=74%; low 
quality). The difference was non-significant for triglyceride (WMD -6.92 mg/dl, 95% CI -14.61 to 
0.77, P=0.08; I2=51%),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WMD 1.30 mg/dl, 95% CI -1.36 to 
3.96, P=0.25; I2=64%), fasting blood glucose (WMD 0.30 mg/dl, 95% CI -2.76 to 3.35, P=0.85) 
and blood pressure (SBP: WMD -0.34 mm Hg, 95% CI -4.83 to 4.16, P=0.88; DBP: WMD 0.76 
mm Hg, 95% CI -2.15 to 3.67, P=0.61). 
Conclusions In short-term, acupuncture and related techniques may produce small b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eight loss based on moderate- to low-quality of evidence, and improve 
serum lipid parameters based on low- to very-low-quality of evidence. Their effects on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remain uncertain due to limited data. More long-term and will-
designed RCTs would be preferred to provide more evidence in breadth and depth about 
acupuncture for obes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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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ting CTRP5 Levels are Low i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and reduced by SGLT-2i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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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CTRP5 is a member of the C1q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related protein family 
and it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related to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R). Previous studies in 
humans and animals have reported contradictory results related to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TRP5 and IR.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TRP5 and IR 
through a cross-sectional and an interventional study in subjects with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nT2DM). 
Methods The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performed using 118 newly diagnosed T2DM patients 
(nT2DM group) and 116 healthy subjects (NGT group). In an interventional study, 78 individuals 
with nT2DM received SGLT2i for 3 months. Circulating CTRP5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by 
ELISA. 
Results  Serum CTRP5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nT2DM patients (106.2 μg/L, 
95% CI; 96.5-115.7 μg/L) when compared to those of healthy individuals (128.8 μg/L, 95% CI; 
120.6-137.1 μg/L) (P < 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erum CTRP5 level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115.8 ± 50.0 vs.117.3 ± 49.4 μg/L). In addition, circulating levels of CTRP5 
were also no different between overweight/obese (BMI ≥ 25 kg/m2) and lean individuals (BMI < 25 
kg/m2) (109.9 ± 48.4 vs. 119.9 ± 50.4 μg/L). When considering the study population as a whole, 
individuals with IR (HOMA-IR ≥ 2.7) (103.6 μg/L, 95% CI; 95.1-112.1 μg/L) had lower CTRP5 
concentration than individuals without IR (126.9 μg/L, 95% CI; 117.2-136.6 μg/L) (HOMA-IR < 2.7, 
P < 0.01). Serum CTRP5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BMI, HbA1c, FBG, 2h-BG, Fins, HOMA-
IR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sulin sensitivity index (ISI). In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ge and HOMA-IR were two independ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irculating CTRP5, but no relation between CTRP5 and other variable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CTRP5 levels in circulation also cor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2DM. 
To predict the odds of developing IR and T2DM, we performed the analyses of the ROC curves. 
As 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s were 0.64 for T2DM (AUCT2DM) (sensitivity 70 %, specificity 
58 %; Figure 2A), and 0.74 for IR (AUCIR) (sensitivity 78 %, specificity 60 %; Figure 2B). The cut-
off values of CTRP5 for predicting IR and T2DM were 124 and 121 μg/L, respectively. After 12 
weeks of SGLT2i treatment, serum CTRP5 levels in T2DM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following improved glucose metabolism and IR (65.3 μg/L, 95% CI; 59.2-71.4 μg/L), when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96.1 μg/L, 95% CI; 88.7-103.5 μg/L) (P < 0.01).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hows that CTRP5 levels in circulation are reduced in T2DM patients 
and that plasma CTRP-5 levels are related to IR. In addition, we have also found that SGLT2i 
administration further decreased serum CTRP5 concent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2DM. We have 
concluded that CTRP5 is likely a marker for IR in hu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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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Our objective is to determine circulating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9(BMP-9) levels 
in subjec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MetS) 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MP-9 and 
conventional markers for MetS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R). 
Methods A total of 362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MetS along with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Height, body weight, WC, hip circumstance and BP were 
measured by the same observer, and the waist-to-hip ratio (WHR)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weight divided by height squared) were calculated. A 75-g OGTT was performed between 0730 
and 0830 h. Blood samples were drawn at 0, 30, 60, and 120 min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glucose, insulin,and BMP-9. Blood glucose and HbA1c were measured by the glucose-oxidase 
method and anion- exchange HPLC, respectively.Free fatty acids (FFAs) were measured with a 
commercial kit. Total cholesterol (TC),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and triglyceride (TG) were determined enzymatically using an 
autoanalyzer. Plasma BMP-9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in duplicate with an ELISA kit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 (R&D Systems, Inc., Catalog number DY3209, MN, 
USA).  
Results Circulating BMP-9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etS patient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healthy controls. BMP-9 was associated negatively with Waist hip ratio (WHR),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2-hour blood glucose after glucose overload (2h-OGTT), HbA1c, triglyceride (TG) 
levels and HOMA-IR and positively with free fatty acid (FFA) and HDL after control for age and 
sex. In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BMP-9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HOMA-IR and FF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plasma BMP-9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et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nthropometric 
variables and lipid profiles. In addition, circulating BMP-9 levels reduced progressively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etS components. The best cutoff values for circulating BMP-9 to predict 
MetS was 56.6 ng/L. 
Conclusions Circulating BMP-9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key components of MetS and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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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itivity and metabolic syndrome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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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euglycemic-hyperinsulinemic clamp is not available in most clinical settings. An 
accessible and inexpensive measurement for identifying insulin resistance (IR) is necessary. Our 
aim is to assess whether the adiponectin (ADI) index (ADI/[FBG × FIns]) is a better surrogate 
index for the assessment of IR or metabolic syndrome (MetS). 
Methods A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100 healthy women 
and 99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atients. The euglycemic–hyperinsulinemic clamp was 
performed. Circulating ADI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Result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lus MetS subjects had 
higher products of fasting triglycerides and glucose (TyG),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increased ratios of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for insulin/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for glucose (AUCi/AUCg), but lower ADI index as com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s.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all populations showed that the M-valu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OMA-IR, TyG, TG/HDL, and AUCi/AUCg, and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ADI 
index. The r value of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DI index and M-value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OMA-IR, TyG, TG/HDL-C, and AUCi/AUCg.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the ADI index for detection of IR was 0.67, with a sensitivity of 89.4% and a specificity of 
88.1%, whereas for detection of MetS, it was 0.32, with a sensitivity of 88.7% and a specificity of 
71.0%. 
Conclusions The ADI index may be a surrogate marker in detecting IR and M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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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Metabolic syndrome (MetS) is a constellation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cluding 
visceral obesity, dyslipidemia, disturbances of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and hypertension. The 
cardiovascular risk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MetS components. MetS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a chronic low grade inflammation state,which can explain the increas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risk.However, the pathomechan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S is unclear. Therefore, a reproducible, accurate marker that predicts 
outcomes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s would assist clinical management of MetS. 

Secreted frizzled‐ related protein‐5 (Sfrp5)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anti‐ inflammatory 

adipokine that modulates metabolic dysfunction in obese mice.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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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s expressed at substantially higher levels in white adipose tissue than in other tissues at both 

the transcript and protein levels.Sfrp proteins sequester Wnt 
proteins in the extracellular space and prevent Wnt binding to their receptors. Canonical Wnt 
signaling negatively regulates adipogenesis.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Sfrp5 is also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lipid metabolism. More importantly, Sfrp5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mediator for 
IR and adipose tissue inflammation hat affects systemic metabolism in animal studies. Recently, 
we reported that circulating Sfrp5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both impaired glucose intolerance and 
newly T2DM (nT2DM) than that in individuals with 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markers of adiposity, including body mass index (BMI), waist ‐ to‐ hip ratio (WHR), 

percentage of body fat (fat %),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lipid profile, and adiponectin.11 One study showed that 
Sfrp5 was reduced, and it may serve as a predictor of MetS in children.12 However, no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lating levels of Sfrp5 and MetS in adult human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lating Sfrp5 levels and components of the 
Met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We conducted a series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cluding 194 

control participants and 90 MetS patients. Circulating Sfrp5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rculating Sfrp5 levels and MetS components were assessed. 
Results Circulating Sfrp5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newly examined MetS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 
participants (49.1 17.2 vs 61.6 23.2 μg/L, P < .01). Circulating Sfrp5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markers of adiposity (waist‐to‐hip ratio, body mass index, and free fatty acids, P < .001 or P 

< .05). Furthermore, Sfrp5 levels correlated with fasting insulin, 2 h‐ins,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 post‐glucose load blood glucose, HbA1c, an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In addition, circulating Sfrp5 levels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blood pressure, high

‐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s, and atherosclerotic index. Circulating 

concentrations of Sfrp5 decreased progressively with continued increases in the numbers of 
MetS components. The analysi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evealed that the best 
cutoff value for circulating Sfrp5 to predict MetS was 46.8 μg/L (sensitivity 70.1 %, specificity 
47.8 %, and AUC 0.66).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Sfrp5 may be an adipokine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MetS in hu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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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Hypoadiponectinemia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cardiometabolic disorders. 
Previous studies in adult populations have shown that adiponectin levels are regulated by genetic 
and lifestyle factor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e factors on 
adiponectin levels in childhood, especially in puberty,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adipose tissue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aimed to find whether and how puberty status modify the 
associations of genetic variants, lifestyle factors and gene-by-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We 
intended to provide evidence to help children design more personalized and effective lifestyle 
strategies to increase their adiponectin level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data from 3,402 children aged 6-18 y 
derived from the Beijing Child and Adolescent Metabolic Syndrome (BCAMS) study. Pubertal 
stage was classified as prepuberty, midpuberty and postpuberty based on Tanner stage.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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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Ps were selected from previous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adiponectin to create two 
weighted genetic predisposition scores: with CDH13 (wGPSall) or without CDH13 (wGPSno CDH13). 
We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s of adiponectin levels with SNPs, genetic predisposition scores, 
lifestyle factors and gene-by-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t different puberty stages. 
Results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ender and BMI, ADIPOQ-rs10937273, CDH13-rs4783244, 
PEPD-rs889140, wGPSall and wGPSno CDH13 were associated with adiponectin throughout puberty. 
WDR11-FGFR2-rs3943077 only contributed to increased adiponectin levels significantly at 
midpuberty, while ADIPOQ-rs6773957 was only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t postpuberty. The 
associations of adiponectin levels with diet components and diet score were significant at 
prepuberty or postpuberty, while the effect of exercise on adiponectin levels was more prominent 
at mid- and postpuberty. Walking to school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adiponectin levels throughout puberty. The modification effect of puberty on associations of 
adiponectin levels with genetic factors and lifestyle factors can be explained by changes in 
adipose tissue development during puberty. We reported negative associations of adiponectin 
with the wGPSall-diet score interaction and the wGPSno CDH13-effective exercise interaction, whil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wGPSall with diet score was more prominent at postpuberty. We further 
found that effects of diet score and exercise were stronger in children with higher genetic risk of 
hypoadiponectinemia, while higher diet score and exercise frequency seemed to attenuate the 
differences in adiponectin levels among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genetic risk. 
Conclusions Puberty modulates the associations of adiponectin with SNPs, lifestyle factors and 
gene-by-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adipose tissue development 
during puberty. The effects of diet and exercise wer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children with 
higher genetic risk of decreased adiponectin levels. To increase adiponectin levels, we 
recommend that children, especially those genetically predisposed to hypoadiponectinemia, 
control their diet at prepuberty and postpuberty, exercise more after midpuberty, and walk to 
school throughout pu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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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stimate the independent effect of the probiotic products on the body weight, 
obesity related markers in adults.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and Cochrane Library for relevant studies up to October 2017 
without restriction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bout the independent effect of probiotic 
products on body weight in adults were included. We used random-effect model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probiotics on body weight and obesity related markers in adults. 
Results 27 out of 1840 screened publication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Studies 
comprised of 1517 subjects with the duration of intervention ranging from 4 to 12 weeks. The 
dose of intervention probiotic products ranged from 107 to 1012 CFU/d. A significant 0.19 kg body 
weight loss was found in adult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probiotics compared to placebo group 
without heterogeneity (SMD -0.19 95%CI -0.31, -0.08, I2=0.0%). Besides, we foun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BMI (SMD -0.31 95%CI -0.44, -0.18, I2=22.7%), WC (SMD -0.39 95%CI -0.60, -0.19, 
I2=34.8%), body fat percentage (SMD -0.44 95%CI -0.59, -0.29, I2=0.0%), body fat mass (SMD -
0.43 95%CI -0.63, -0.23, I2=14.4%), whole body fat area (SMD -0.28 95%CI -0.51, -0.05, I2=0.0%) 
and visceral fat area (SMD -0.25 95%CI -0.47, -0.03, I2=30.6%) among subjec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compared to placebo group.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暨第十届华夏内分泌大会                                 论文汇编 

952 

 

Conclusions  The intervention of probiotic products reduced body weight, BMI, WC and body fat 
in adults. The number of probiotic species, dose of the probiotics, duration and method of the 
interventio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ffect. 
 
 

PU-1493 

Effect of PM2.5 on fetal macrosomia in China 

 
Shirui Wang1,Shi Chen2,Yuelun Zhang3,Huijuan Zhu2,Hui Pan2 

1.Eight-year Program of Clinical Medicin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UMCH)， Chinese 

Academe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AMS & PUMC)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Endocrinology of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PUMCH， 

CAMS & PUMC 

3.Central Research Laboratory， PUMCH， CAMS & PUMC 

 
Objective Macrosomia can lead to both short-term consequences, such as shoulder dystocia, 
episiotomy and caesarean delivery, and long-term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obesity and diabetes.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has been reported to linked with adverse birth outcomes including 
preterm births, still births and birth defects. Although no studies on human have reported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macrosomia, previous research on animal models found that air pollution 
might induce glucose intolerance, decrease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macrosomia.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PM2.5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fetal macrosomia,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M2.5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pregnancy. 
Method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ere conducted using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National Free 
Preconception Health Examination Project from January 1, 2010 to December 31, 2012 in 22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regnancies of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were excluded. Fetal macrosomia 
is defined as birth weight no less than 4000g. Monthly PM2.5 concentr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at a prefecture level based on the labour place of pregnant women, and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in three trimesters were calculat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rimester-specific PM2.5 concentration and macrosomia. 
Three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after controlling different confounding factors. In the crudest 
model, only PM2. 5, maternal age and pre-pregnancy BMI were included. On the basis of the first 

model, neonate’s sex, prolonged pregnancy ( 42 weeks) and multipara were added in the 
second model, and then progestational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season of delivery, smoking and drinking during conception were added in the third fully-adjusted 
model. The relativity of PM2.5 and confounding factors were tested using chi-square test or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s. 
Results In total, 188216 singleton pregnancies were included, of which 11372 (6%) were 
macrosomia. The average PM2.5 concentration was 71.01, 71.97 and 81.30ug/m3 in first,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respectively. In all three models, higher PM2.5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revalence of fetal macrosomia. In full-adjusted models,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ere found between increased risk of macrosomia and every 10ug/m3 increase of 
PM2.5 concentration over first (OR, 1.02, 95%CI, 1.01-1.02), second (OR, 1.01, 95%CI, 1.00-
1.02) and third (OR, 1.01, 95%CI, 1.00-1.02) trimesters. Other risk factors hav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macrosomia were pre-pregnancy BMI, infant sex, prolonged 
pregnancy and season of delivery. 
Conclusions Results from this cohort study indicated that exposure to PM2.5 during each period 
of pregnancy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fetal macrosomi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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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4 

Ablation of the adrenal artery 
 can treat primary aldosteronism 

 
Hexuan Zhang,Xiaoli Liu,Zhigang Zhao,Hongbo He,Qiang Li,Zhiming Zhu 

Department of Hypertension and Endocrinology， Center for Hypertension and Metabolic Diseases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Institute of Hypertension 

 
Objective Primary aldosteronism (PA) is a common type of secondary hypertension. Aldosterone 
blockers are used frequently to treat PA. Besides surgical procedures, some studies have 
examined PA treatment through catheter intervention. We investigate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drenal-artery ablation (AAA) on PA. 
Methods PA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through adrenal venous sampling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Ten patients with PA underwent interventional AAA by ethanol injection. Blood 
pressure (BP) and serum levels of potassium and aldosterone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AAA. 
Results The meanage of patients (4 males and 6 females) was 45±5 years; the mean diameter 
of adenomas was less than 3 cm. The mean duration offollow-up was about 3 months. Clinicl 
systolic BP (128±5 vs. 159±10 mmHg) and diastolic BP(82±3 vs. 92±5 mmHg) as well as 
ambulatory systolic BP (Figure 1)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d 
level ofpotassium in serum(3.9±0.2 vs. 3.0±0.1 mmol/L) and reduction in serum aldosterone level, 
after AAA compared with before AAA. Two patients stopped taking anti-hypertensive 
drugscompletely, and others took feweranti-hypertensive drugs, after AAA. Patients with PA 
displayed fewer side effects after AAA.  
Conclusions AAA is promising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A. It is safe and associated with few 
side effects. AAA can be used to treat PA that is refractory to treatment with aldosterone blo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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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 update and long-term outcome after treatment 
 with active vitamin D3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seudo-vitamin D-deficiency rickets (PDDR) 

 
Yue Chi,Jing Sun,Li Pang,Ruizhi Jiajue,Yan Jiang,Ou Wang,Mei Li,Xiaoping Xing,Yingying Hu,Xueying 

Zhou,Xunwu Meng,Weibo Xia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Endocrinology， Ministry of Health，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Pseudovitamin D-deficiency rickets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disorder resulting 
from a defect in 25-hydroxyvitamin D 1α-hydroxylase, which is encoded by CYP27B1.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CYP27B1 mutations and investigate the response to 
long-term treatment of calcitriol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DDR.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CYP27B1 mutations in 7 individuals from 6 separate famil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sponse to long-term (13 years) treatment with calcitriol in PDDR patients, we 
additionally collected clinical data of 8 families from our previous report and analyzed 
their biochemical parameter changes during the treatment. 
Results 9 different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two novel missense mutations ( G194R, R259L ), 
three novel and one reported deletion mutations ( c1442delA, c1504delA, c311-321del and c. 48-
60del ), two novel nonsense mutations (c.85G>T, c.580G>T) and a reported insertion mutation 
(c1325-1332insCCCACCC).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TH and AL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6-month and 1-year treatment with calcitriol respectively and maintained within 
normal range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Urine calcium was measured in all the 15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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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kidney stones being documented. Two patients had reached their final height during the 
treatment, and both of them had short stature (height z-score below -2.0).   
Conclusions We identified 7 novel mutations of CYP27B1 gene in 7 Chinese PDDR families. 
Our findings revealed after 1-year treatment of active vitamin D3, PTH and AL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correction of the biochemical abnormalities had not improved the final height 
satisfacto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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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serum uric acid with peripheral blood 
 telomere length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different glucose tolerance 

 
Jie Yu,Lingling Xu,Fan Ping,Huabing Zhang,Wei Li,Qi Sun,Shuli He,Minglei Ma,Yiwen Liu,Lu Lv,Yuxiu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Hospital 

 
Objective Serum uric acid (UA), with both antioxidant and pro-oxidant properties, is thought to be 
implied in cellular aging process and aging related diseases including type 2 diabetes. We aim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UA and cellular aging maker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of 
different glucose tolerance.   
Methods 420 Chinese subjects underwent a 75g 2hr-OGTT. Diabetes (n=114), pre-diabetes 
(n=133), and 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n=173) were screened. Serum UA, blood lipid profile, 
HbA1c, plasma glucose, insulin and C peptide (0min, 30min, 60min, 120min after OGTT) were 
determined.The peripheral blood telomere length (TL) and mitochondrial DNA copy number 
(mtDNAcn) was assessed using a real-time PCR assay. Multiple regression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rum UA and cellular aging markers. 
Results The study population had a mean age of 53.0±11.0 years, 34.9% were male. The mean 

(SD)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UA were 264.4±67.2，and 342.3±90.6 μmol /L, respectively in 

female and male. The peripheral blood TL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across UA quintiles (P=0.028), 
and there was a trend for lower mtDNAcn in upper serum UA quintiles, but the difference didn’t 
reac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114).After adjustment for sex, age, BMI, TG, LDL-C and HbA1c, 
every 1 SD increase in serum U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 in TL by 0.5% 

(95% CI 0.2%-0.9%, P＜0.001). In logistic regression, ORs of shorter TL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as the quintiles of serum UA increased, and the OR comparing the extreme quintiles was 6.27 
(95% CI 2.39–16.60; P for trend = 0.002) in full-adjusted model. When analysis was limited to 
participa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or pre-diabetes, the OR comparing the extreme 
quintiles of serum UA was 31.66(95% CI 3.56–281.83; P for trend = 0.022).When confined to the 
other participants with NGT, the corresponding OR was 3.45(95% CI 0.88–13.49; P for trend = 
0.044). But we didn’t find an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UA and peripheral mtDNAc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pointed to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reased serum UA and shorter peripheral TL, especially in people with impaired glucose 
metabolism. Serum UA might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cellular ag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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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7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asireotide LAR （SOM230)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 

 
Huiwen Tan,Yerong Yu,Hongling Yu,Chun Wang,Jiaqi Li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asireotide LAR，  a kind of somatostatin 

analogs，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 

Methods 21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 (9 male and 12 female, average age 37. 48 ±8.10years), in 
a phase III study biochemical control (GH acuities were 2.5 mu g/L and normal IGF - 1) were 
enroll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ll patients received pasireotide LAR muscle injection treatment 
each 4 weeks (40-60mg per month) for 6 months. Growth hormone (GH)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1) concentration were determined，  and pituitary-target gland axis function and 

glucolipid metabolism index were evaluated from baseline to month 3 and 6.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hand swelling, headache, fatigue, etc.) were alleviated 
after the treatment,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 had tumor volume decreasefrom baseline to month 

6，20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tudy and 13 patients（65%）achieved complete biochemical 

control.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level of IGF-1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he treatment 

(41.79 + 26.09μg/L vs. 79.86±29.41μg/L ， t=5.362, P=0.000).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and fasting plasma glucose(FBG) were elevated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pasireotide 

LAR (HbA1c  5.62 + / - 0.42% vs. 6.26 + / - 0.61%, P = 0.00，FBG.38 + / - 0.69 mmol/L vs. 6.36 

+ / - 0.85 mmol/L, P = 0.000，respectively).Most AEs were mild or moderate.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vents （AEs）were transient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and 8 patients (40%) had 

hyperglycemia-related AEs and received treatment with oral glucose-lowering drugs, and 1 had 
gallstones. 

Conclusions Pasireotide LAR，which has a high affinity with the somatostatin receptors，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ecretion of GH, insulin-liked growth factor 1（ IGF-1） , suggesting a 

potency for the treatment of acromegaly. Meanwhile，It also has a risk of raising glucose and 

HbA1c in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 
 
 

PU-1498 

Architecture Design of Healthcare Software-as-a-Service

（SaaS） Platform for Cloud-Based Diabetic Follow-up 

Management 

 
LI PENG1,Jun Wen1,Bo Deng1,Ying Zhang1,Yixin Xu2,Wanchun Li1,Yu Liu1 

1.sir run run hospital，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Objective To design a cloud computing-based Healthcare Software-as-a-Service (SaaS) 
Platform (HSP) for delivering healthcare diabetic follow-up management services with low cost, 
high clinical value, and high usability.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architecture requirements of an HSP, including the interface, business 
services, cloud SaaS, quality attributes, privacy and security, and multi-lingual capacity. For 
cloud-based SaaS services, we focused on Diabetic Follow-up Service (DFS) content services, 
basic clinical decision functional services, and mobile services. Ucloud's cloud computing for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IaaS) and Platform-as-a-Service (PaaS) was used.We establish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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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file and prognosis tracking service plan for each patient who needs follow-up service, 
collecting the crowdsourced data. 

Results The functional and software views of an HSP were designed in a layered 
architecture. External systems can be interfaced with the HSP using SOAP and 
REST/JSON. The multi-tenancy model of the HSP was designed as a shared 
database, with a separate schema for each tenant through a single application, 
although healthcare diabetic follow-up data can be physically located on a cloud or in 
a hospital, depending on regulations. The DFS services were categorized into rule-
based services for management of diabetic chronic diseases, improvement of 
patients'satisfaction, and medical knowledge services. 
Conclusions The SAAS cloud platform is based on the Internet and does not require hardware 
construction.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big data for follow-up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We expect that cloud-based SAAS cloud platform will allow our hospital,also other small 
and mid-sized hospitals, in addition to large-sized hospitals, to adop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 
and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low syste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PU-1499 

Therapeutic Plasma Exchange Combined with Total 
Thyroidectomy to Rescue a Case Intolerance of antithyroid 

drugs to Thyroid storm And Review Article 

 
xiaoxia hu,Hong Shi,Jie Li,Xia Liu,Jing Dang,Jirui He 

Second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report a case of a patient with intolerance of antithyroid drugs to thyroid storm, and 
successful therapeutic use of plasma exchange. 
Methods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laboratory findings in a patient with agranulocytosis and 
thyroid storm are presented, and the available literature on utilization of plasmapheresis in the 
setting of thyrotoxicosis is reviewed. 
Results A 72-year-old woman with Graves' disease , antithyroid drug used initially was soon 
discontinued, the patient had intolerable nausea, vomiting, joint pain, neutropenia, and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consider the patient with intolerance of antithyroid drugs to thyroid storm. After 
three plasma exchanges, the thyroid hormone levels were basically normal. The total 
thyroidectomy was performed. The condition was stable during and after surgery. After reviewing 
the thyroid hormone function, thyroid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was performed and then 
discharged. 
Conclusions Thyroid storm is a life-threatening condition tha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 
contradiction to surgical intervention,The case highligh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rapeutic Plasma 
Exchange when clinical situations prohibit the use of traditional treatment methods for thyroid 
storm , and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as a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for patients with thyroid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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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0 

Modul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m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 of bariatric surgery 

 
yan guo,Zhiping Huang,Chaoqian Liu 

Shanghai Changhai Hospital 

 
Objective Bariatric surgery is recommended for patients with obesity and type 2 diabetes. Recent 
evidence suggested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bariatric surgery. 
Methods The PubMed and OVID Embase were used and articles concerning bariatric surgery 
and gut microbiota were screened. The main outcome measures were alterations of gut 
microbiota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host metabolism. 
We applied the system of evidence level to evaluate the alteration of microbiota, and the 
alteration of microbiota was calssified into 3 categaries: strong evidence, moderate evidence, 
weak evidence and inconclusive evidence. Modulation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 and gut genetic 
content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Totally 12 animal experiments and 9 clinical studies were included. Based on strong 
evidence, 4 phyla (Bacteroidetes, Fusobacteria, Verrucomicrobia and Proteobacteria) increased 
after surgery; within the phylum Firmicutes, Lactobacillales, and Enterococcus increased; and 
within the phylum Proteobacteria, Gammaproteobacteria, Enterobacteriales, Enterobacteriaceae 
and several genera and species increased. Decreased microbial groups were Firmicutes, 
Clostridiales, Clostridiaceae, Blautia and Dorea. However, the change in microbial diversity is still 
under debate.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Lactobacillus and Coprococcus comes are implicated 
in many of the outcomes, including body composition and glucose homeostasis. By applying 
KEGG category, the genetic content of gut microbiota showed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hosphotransferase system. Nitrogen metabolism, fatty acid metabolism, two-component system, 
TGF-beta signaling pathway and Butanoate metabolism also show a increase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Conclusions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o support a considerable alter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me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Deeper investigations are required to confirm the mechanisms that link the 
gut microbiome and metabolic alterations in human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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