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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毛细血管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
和糖尿病前期的切点及应用
张云良

郭淑芹

刘文宣李哲杨磊
【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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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殿武李志红

探讨指尖毛细血管空腹血糖（指尖ＦＰＧ）筛检社区４５岁以上人群糖尿病和糖

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受损（ＩＦＧ）、糖耐量低减（１ＧＴ）］的切点，为人群普查提供依据。方法随机整
群抽取保定市３个社区，以社区内４５岁以上居民３２５０人为筛查对象。对指尖ＦＰＧ≥５．１ ｍｍｏｌ／Ｌ
者进行７５ 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测空腹ｍ糖及服糖２ ｈ静脉血浆血糖（２ｈＰＧ），诊断糖尿

病和糖尿病前期。应用受试者Ｔ作（ＲＯＣ）曲线确定糖尿病及ＩＦＧ、ＩＧＴ的切点。判断诊断价值。
结果检出糖尿病２３０例（７．３％），ＩＦＧ １６６例（５．２％），ＩＧＴ２０４例（６．７％）；以指尖ＦＰＧ为测试
变量，以是否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ｉ／Ｌ及或２ｈ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为说明变量ＲＯＣ曲线分析，曲线下面
积为０．９０５，最佳切点为６．０ｍｍｏｌ／Ｌ，最大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是７８．Ｏ％和８９．３％；以是否ＦＰＧ＜
５．６ ｍｍｏｉ／Ｌ、是否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及７．８ ｍｍｏＦＬ≤２ｈ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为说明变量ＲＯＣ曲线分

析，曲线下面积分别为０．６３３、０．７１９。最佳切点均为５．７ ｍｍｏｌ／Ｌ，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低（５０．３％、
２８．Ｏ％；６０．８％、２８．Ｏ％）。结论用指尖ＦＰＧ

６．０

ｍｍｏｌ／Ｌ为切点筛查４５岁以上人群糖尿病，相对可

靠；但指尖ＦＰＧ筛查ＩＦＧ、ＩＧＴ不可靠。指尖ＦＰＧ筛查社区人群简便、快捷，有一定的应用意义。

【关键词】糖尿病；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低减；指尖毛细血管空腹血糖；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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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ｕｔ．Ｏｆｒｐｏｉｎｔ

美国糖尿病学会（ＡＤＡ）在２００４年修订空腹血

４．质量控制：按照《现场调查工作手册》的要求，

糖受损（ＩＦＧ）的诊断切点，将其诊断下限由原来的

在调查前对全部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ｍｍｏｌ／Ｌ下调至５．６ ｍｍｏｌ／Ｌ。鉴于空腹血糖

凋查表的询问及填写、各项指标的测量方法、血标本

（ＦＰＧ）较稳定，影响因素少，ＡＤＡ于２００５年提出ＦＰＧ

的处理、血糖仪的使用及注意事项。调查人员经考

作为流行病学研究最佳筛查方法。而ＦＰＧ与毛细血

核合格方能进入现场实施调查，在正式开展工作前，

管血糖具有高度相关性，本研究参照２００４年ＡＤＡ

先进行预调查。口服葡萄糖的配置由医院制剂室专

推荐的糖尿病（ＤＭ）诊断标准，应用指尖毛细血管

人负责。

６．１

空腹血糖（指尖ＦＰＧ）筛检ＤＭ及糖尿病前期（ＩＦＧ和

５．统计学分析：原始资料经核对，抽样复查，应

ＩＧＴ），并依据受试者工作（ＲＯＣ）曲线，探讨其最佳

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录入计算机，经逻辑检查无误后，应

切点，分析空腹毛细血管血糖与口服葡萄糖耐量试

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包完成数据分析。

验（ＯＧＴＴ）的关系，及其对ＤＭ和糖尿病前期的预测

结

价值，为社区人群糖调节异常的普查提供依据。

果

１．一般情况：本次调查３２５０人，资料完整者

对象与方法

３１６７人。其中男性１２７５人（４０．３％），女性１８９２人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从保定

（５９．７％），男女性别比为ｌ：１．４８。既往确诊ＤＭ

４６９

市所有４５７个住宅小区中按照随机抽样原则，随机

例，无ＤＭ史、空腹毛细血管血糖≥５．１ ｍｍｏｌ／Ｌ行

整群抽取３个小区，以小区内４５岁以上常住（５年以

ＯＧＴＴ者１３５１人，其中男性６１０人，女性７４１人，性

上）居民３２５０人为研究对象。

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新检出ＤＭ ２３０例

２．调查方法：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由

（７．３％），ＩＦＧ １６６例（５．２％），ＩＧＴ ２０４例（６．７％）。按

经过专门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询问调

照全国４５岁以上人口年龄性别构成计算ＤＭ和ＩＧＲ

查。被调查者领取统一编号的调查表，并询问是否

的患病率，可见ＤＭ患病率随年龄增加有升高趋势

已患ＤＭ。无ＤＭ史者抽空腹（禁食８～１４ｈ）血标本

（百分率的趋势性检验Ｚ＝６．６７８８，Ｐ＜０．０００１），ＩＦＧ

后，应用“糖博士”血糖仪（电化学酶法）测定指尖

和ＩＧＴ未见线性趋势（表１）。

ＦＰＧ，筛检出指尖ＦＰＧ≥５．１ ｍｍｏｌＦＬ者，行ＯＧＴＴ，口

２．按空腹毛细ＩＩＩＬ管血糖分级测试：将筛检出的

服３００ ｍｉ葡萄糖水（含７５ ｇ葡萄糖），测２ ｈ静脉血浆

１３５ｌ例受试者，按空腹毛细血管ｆＩＩＬ糖值分级，根据

血糖（２ｈＰＧ）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静脉血标本应用

２００４年ＡＤＡ推荐的标准，ＤＭ、ＩＦＧ、ＩＧＴ和无ＤＭ

Ｈｉｔｃｈ大型生化仪测定。

（ＮＧＴ）的人数分布见表２。指尖ＦＰＧ

３．诊断标准：按照２００４年ＡＤＡ推荐的ＤＭ及糖
尿病前期标准判定：①ＤＭ：ＦＰＧ＞一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７５ ｇ
ＯＧ＇ＩＴ中２ｈＰＧ＞ｔ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②ＩＦＧ ５．６ ｍｍｏｌ／Ｌ、＜
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且２１１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糖耐量

低减（ＩＧＴ）：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且７．８ ｍｍｏｌ／Ｌ≤
２ｈＰＧ＜１１．１

ＩＧＲ）。

检出ＤＭ占４．８％（３４／７０２），５．６～６．０ ｍｍｏｌ／Ｌ检出ＤＭ

占１０．５％，６．１～６．４ ｍｍｏｌ／Ｌ检出ＤＭ占２２．２％。６．５～
６．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ｍｏｌＦＬ检出ＤＭ占５１．１％，７．０～７．４ ｍｍｏｌ／Ｌ检

出ＤＭ占６６．７％，７．４～７．８ ｍｍｏｌ／Ｌ检出ＤＭ占

１００％，呈逐渐升高趋势（Ｚ２＝６５８．１８０６，Ｐ＜０．０５）。

ｍｍｏｌ／Ｌ。③ＩＦＧ和ＩＧＴ统称为糖尿病

前期，也称糖调节受损（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５．１—５．５ ｍｍｏｌ／Ｌ

糖尿病前期（ＩＦＧ、ＩＧＴ）在指尖ＦＰＧ
６．９

５．６—

ｍｍｏｌＦＬ范周内检出率比例最高达到４１．２％（２２１／

５３６），单纯ＩＦＧ在指尖ＦＰＧ

６．１～６．４

ｍｍｏｌ／Ｌ之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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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保定市３１６７名社区人群不同年龄组ＤＭ、ＩＦＧ、ＩＧＴ患病率（％）比较

调查ＤＭ——

年龄组
（岁）

！！鱼

！里！

男

女

合计

标化率

男

女

合计

标化牢

男

女

４５—４２０

２０．７

８．４

１２．９

１４．７

０．７

２．２

１．７

１．１

４．４

５．３

４．９

２．５

５０。

５７６

２３．６

１１．８

１５．８

１６．４

３．９

３．８

３．８

３．８

７．３

２．３

４．１

４．９

５５。４９５

２５．８

２１．３

２２．８

２３．６

６．４

２．１

３．６

４．４

６．４

６．０

６．２

６．６

６０，

５０２

２７．３

２５．０

２５．９

２６．２

２．９

５．９

４．７

４．３

９．９

８．４

９．０

９．２

６５．

５４４

２６．２

２８．６

２７．６

２８．３

２．４

３．３

２．９

２．９

８．１

４．７

６．２

６．７

≥７０

６３０

３１．３

２７．７

２９．５

２９．５

３．１

１．７

２．４

２．４

９．１

１１．２

１０．１

１０．１

人数

合计

标化率

（图２）。曲线下面积０．６３３，Ｓ；ｋ－－－Ｏ．２６，９５％Ｃ／：０．５８２～

表２指尖ＦＰＧ不同切点检ｌＩｆ｛ＮＧＴ、ＩＦＧ、ＩＧＴ和ＤＭ情况

０．６８５（Ｐ＜０．０５）。对ＩＦＧ的最佳切点为５．７

ｍｍｏｌ／Ｌ，

灵敏度为５０．３％，特异度为２８．Ｏ％。

捌
蟛
≮

出率最高为１８．０％（２６／１４４）；ＩＧＴ也是在此范围内检
出率最高（３１．９％，４６／１４４）。在指尖ＦＰＧ

７．８ ｍｍｏｌ／Ｌ

以上，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０。
３．指尖ＦＰＧ不同切点对ＤＭ、ＩＦＧ、ＩＧＴ诊断的

卜特异性

灵敏度和特异度：根据２００４年的ＡＤＡ推荐标准，经

图１空腹毛细血管血糖对ＤＭ的ＲＯＣ曲线

ＯＧＴＴ确诊的ＤＭ、ＩＦＧ、ＩＧ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析
见表３。
４．ＲＯＣ曲线分析：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为测试
变鼍，分别以ＤＭ、ＩＦＧ和ＩＧＴ为说明变量进行ＲＯＣ

型
摇
咏

曲线分析。
（１）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为测试变量，以是否
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及或２ｈ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为说明

变量进行ＲＯＣ曲线分析（图１）。曲线下面积为
０．９０５，ｓｉ＝０．０１３，９５％Ｃ／：Ｏ．８７９～０．９３０（Ｐ＜Ｏ．０５）。
１一特开性

对ＤＭ的最佳切点为６．０ ｍｍｏｌ／Ｌ，灵敏度为７８．０％，

图２空腹毛细血管血糖对ＩＦＧ的ＲＯＣ曲线

特异度为８９．３％。
（２）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为测试变量，以是否

（３）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为测试变量，以是否

ｍｍｏｌ／Ｌ为说明变量进行ＲＯＣ曲线分析

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及７．８ ｍｍｏｌ／Ｌ≤２ｈ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

ＦＰＧ＜５．６

表３不同分界点指尖ＦＰＧ对ＤＭ、ＩＦＧ、ＩＧＴ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指尖ＦＰＧ
（ｍｍｏｌ／Ｌ）

检测ＤＭ
人数
例数
灵敏度（％）

≥５．１

１３５ｌ

≥５．６

６４９

≥６．１

３４５

≥６．５

特异度（％）

例数

灵敏度（％）特异度（％）

１００．０

５２．６

１６６

１００．０

１９６

８５．２

５９．６

９６

５７．８

１６４

７１．３

８３．８

４９

２０１

１３２

５７．４

９４．５

２３

≥７．Ｏ

１１３

８７

３７．８

９７．７

≥７．５

８３

６７

２９．１

９８．６

≥７．８

４７

４７

２０．４

２３０

ＩＧＴ

ＩＦＧ

１００．０

例数

灵敏度（％）特异度（％）

２０４

１００．０

５３．３

１３９

６８．１

５５．５

２９．５

７５．０

７４

３６．３

７６．４

１５．７

８４．９

２８

１３．７

８４．９

６

３．６

９０．９

８

３．９

９０．８

２

１．２

９３．１

３

１．５

９３．０

０

０

９６．３

０

０

９５．９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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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变量进行ＲＯＣ曲线分析（图３）。曲线下面积

查ＤＭ及糖尿病前期：国外学者以４０～６９岁未诊断

０．７１９，是＝０．０２１，９５％ＣＩ：０．６７５—０．７５９（Ｐ＜Ｏ．０５）。

的人群为目标人群，筛查出空腹毛细血管血糖＞５．５

对ＩＧＴ的最佳切点为５．７ ｍｍｏｌ／Ｌ，灵敏度为６０．８％，

ｍｍｏｌ／Ｌ者做ＯＧＴＴ，新发现病例占ＤＭ总数的

特异度为２８．０％。

３５％【５］。本研究新筛查出２３０例，占ＤＭ总例数的
３２．９％，与国外研究类似。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
５．１

ｍｍｏｌ／Ｌ为切点，新筛查出ＤＭ及糖尿病前期

者３７０例，糖尿病前期占空腹毛细血管血糖≥
５．１

ｍｍｏｌ／Ｌ的比例为２７．４％，占研究人群的１１．７％。

可见采用２００４年ＡＤＡ标准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
５．１

ｍｍｏｌ／Ｌ为切点，筛查出ＤＭ及糖尿病前期患者

比例较高（３０％左右或更高），且ＩＦＧ＋ＩＧＴ人群比单
纯ＩＧＴ、单纯ＩＦＧ人群更接近２型糖尿病诊断，对该
人群进行干预，可获得更理想的费用一效益比№Ｊ。
２．指尖ＦＰＧ不同切点在ＤＭ及糖尿病前期的

１一特异性

图３空腹毛细血管＿ＩｌｌＬ糖对ＩＧＴ的ＲＯＣ曲线

讨

分布：
（１）指尖ＦＰＧ不同切点均不能排除检出ＤＭ的

论

可能性。５．１～５．５ ｍｍｏｌ／Ｌ范围内检出ＤＭ的比例最

１９９９年ＷＨＯ将ＤＭ诊断标准中的ＦＰＧ由
７．８

ｍｍｏｌ／Ｌ降到７．０ ｍｍｏｌ／Ｌ，目的是确定ＦＰＧ与

低（４．８％），随切点值升高，检出ＤＭ的比例逐渐升
高，符合生理学变化。

ＯＧＴＴ时２ｈＰＧ的一致性。《美国糖尿病学会实用临

（２）虽然指尖ＦＰＧ在５．６～６．９ ｍｍｏｌ／Ｌ范围内糖

床建议））（２００４版）主要降低正常ＦＰＧ切点，ＤＭ的诊

尿病前期检出率比例最高（４１．２％），但尚未及半数。

断标准无变化：０３ＦＩ＇Ｇ正常值＜５．６ ｍｍｏｌ／Ｌ；＠ＩＦＧ：

可见，简单套用静脉空腹血糖值的标准，以指尖ＦＰＧ

５．６—７．０ｍｍｏｌ／Ｌ；③ＩＦＧ和ＩＧＴ统称为糖尿病前期…。

筛检糖尿病前期并不可靠。但是当指尖ＦＰＧ切点范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根据我国大量流行病学调

围升至≥７．０ ｍｍｏｌ／Ｌ时，诊断糖尿病前期的特异性

查研究结果建议降低ＩＦＧ的下限诊断切割点，即从

超过９０％，但敏感性过低，失去筛查的意义。

６．１

ｍｍｏｌ／Ｌ降到５．６ ｍｍｏｌ／Ｌ。从早发现、早预防考

虑，对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者进行７５

ｇ

ＯＧＴＴ，以发现

３．指尖ＦＰＧ对筛查ＤＭ及糖尿病前期的敏感度
和特异度：

已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乜］。本研究采用此新标

（１）空腹毛细血管血糖对ＤＭ（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

准，观察社区人群ＤＭ和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

及或２ｈ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的敏感度随血糖值升高

２００４年ＡＤＡ建议对所有４５岁以上人群进行ＤＭ筛

而增高，特异度呈现相反的变化。ＲＯＣ曲线分析

查，包括无相关症状者ｂ］。目前ＤＭ的流行病学调

提示，空腹毛细血管血糖最理想的分界点为６．０

查可单独采用空腹静脉血糖和（或）ＯＧＴＴ

ｈ血糖，

ｍｒｎｏｌｌＬ，此时灵敏度（７８．０％）和特异度（８９．３％）均较

ｈ血糖

好，误诊率和漏诊率最小。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０５，可

２

但在某些个体，根据空腹静脉血糖与ＯＧＴＴ

２

水平的诊断可能不一致，以致ＤＭ患病率（尤其老年

信度较高。

人）有差异，因此理想的流行病学调查，应做ＯＧＴＴ
测定ＦＰＧ和２ｈＰＧ。

本研究针对无ＤＭ史的４５岁以上人群的社区

（２）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对ＩＧＴ（Ｆａ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及７．８ ｍｍｏｌ／Ｌ、＜２ｈＰＧ≤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和ＩＦＧ
（５．６

ｍｍｏｌ／Ｌ≤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Ｌ．且２ｈＰＧ＜７．８

整群筛查，对空腹毛细血管血糖＞ｔ５．１ ｍｍｏｌ／Ｌ者，行

ｍｍｏｌ／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析提示：在５．１～５．６

标准ＯＧＴＴ，同时并用ＯＧＴＴ空腹及２ ｈ血糖标准，

ｍｍｏｌ／Ｌ之间二者敏感度较高，但特异度仅在５０％左

确诊ＤＭ及糖尿病前期。初筛的空腹毛细血管血糖

右。ＲＯＣ曲线分析提示，预测ＩＧＴ和ＩＦＧ的切点均

值与刘尊永等ｈ１推荐的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５．０

为５．７ ｍｍｏｌ／Ｌ，灵敏度分别为６０．８％和５０．３％，特异

ｍｍｏｌ／Ｌ为大规模ＤＭ流行病学调查的成本一效益一

度仅均为２８．０％。虽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曲线

效果最佳方案相比较接近，可减少漏诊率。

下面积分别是０．７１９和０．６６３，预测的可信度不高。

１．以空腹毛细血管血糖≥５．１ ｍｍｏｌ／Ｌ为切点筛

与多数研究结论相似。表明单独用空腹毛细血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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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筛查糖尿病前期可能会造成较多的漏诊。
便携式快速血糖仪应用电化学酶法测定手指末
梢血的血糖水平，也就是毛细血管全血血糖。严格
说，由于采自手指的末梢血除了毛细血管全血外，也
含有小动脉、小静脉血及组织液。虽然毛细血管血
糖和静脉血浆血糖有高度相关性（ｒ＝０．９７），毛细血
管血糖检测结果可靠，但是同一人在相同时间测定
的静脉血浆和毛细血管ＩＩＩＬ糖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并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容简介．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０４．１２（２）：１４９—１５０．
［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ｉｔ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５，８５（２８）：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窄腹血糖受损下限诊断切割点的建议．
中华Ｉ爰学杂志，２００５，８５（２８）：１９４７—１９５０．

［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２７ Ｓｕｐｐｌ：Ｓ１１－１４．

［４］Ｌｉｕ ＺＹ，Ｑｉｕ

ＨＬ，Ｈｕａｎｇ ＨＣ。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具有统计学意义【７１。空腹状态下，血糖仪所测末梢

ｏｆ

血血糖和静脉ｍ浆血糖相差不多，ｆ日在进食后受动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０６。１４（６）：４２２—４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脉血糖显著升高的影响，末梢血糖较静脉血浆血糖

刘尊永，邱海莲。黄海潮，等．对采用守腹毛细血管血糖筛查糖尿

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ｂｙ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ｈｉｎ Ｊ

病和糖耐譬低减偏性的研究．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０６，１４（６）：

升高明显。

综上所述，以指尖ＦＰＧ

６．０

ｍｍｏＶＬ为切点诊断

４５岁以上人群ＤＭ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好，有较高
的准确性；但以５．７ ｍｍｏｉ／Ｌ为切点对于ＩＧＴ、ＩＦＧ的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准确性小高。应用指
尖ＦＰＧ筛查社区人群ＤＭ和糖尿病前期，具有简

４２２—４２４．

［５］Ｐａｒｋ Ｐ，Ｓｉｍｍｏｎｓ

ＲＫ．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ｂｕ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ｘｉｅｔｙ：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８，８：３５０．

［６］Ｙａｎｇ ｗ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ｔ－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

便、快捷和患者较好依从性等特点，有一定的实用

ａｎｄ ｗｈｙ？Ｃｈｉｎ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

意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２００４。２０（５）：３８７．（ｉｎ

杨文英．为什么要下降空腹血糖的下限切点？中华内分泌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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