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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国际妇产科联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在《国际妇产科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妊娠期糖尿病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的实用指南，该指南围绕 GDM 的诊断、
管理和护理等多方面给出了详细建议。
高 血 糖 是 女 性 妊 娠 期 最 常 见 的 健 康 问 题 。 国 际 糖 尿 病 联 盟 （ The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估计，1/6 的新生儿是由妊娠期高血糖母亲
分娩的。而妊娠期的高血糖，有 16%是由于糖尿病合并妊娠引起，但最主要（84%）
还是归因于 GDM。糖尿病合并妊娠（Diabetes In Pregnancy, DIP）是指妊娠前患
有或妊娠期被首次诊断的 1 型或 2 型糖尿病（并尤以 2 型糖尿病居多），而 GDM
通常在 24-28 孕周被诊断，是血糖升高程度不足以被诊断为 DIP 的妊娠期高血
糖。DIP 与 GDM 的不同点可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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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IP 与 GDM 的不同点

GDM 的发生，同人群糖耐量受损（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IGT）
，肥胖
和 2 型糖尿病的患病率相关，且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在全球均呈上升趋势。此外，
在当前妊娠年龄升高的形势下，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发病年龄有提前的趋势。
并且，育龄妇女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不断增加。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被归为妊
娠期高血糖的高危人群。文献指出，GDM 的高危因素包括种族和母亲因素，
如妊娠年龄较大、妊娠前超重或肥胖、妊娠期体重过度增长、身材矮小、多囊
卵巢综合症（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PCOS）、糖尿病家族史以及 GDM 病
史等。但是，仍约有一半无上述高危因素的孕妇在妊娠期被诊断为 GDM。因
此，在进行 GDM 筛查时，还是应当面向所有的妊娠期妇女。
胎盘，作为母儿间的重要介质，不仅负责营养物质的传递，同时可分泌一
些激素及代谢调控介质，进而通过增加母体胰岛素的抵抗和改变母体营养物质
的代谢，来保证胎儿足够的营养物质供给。正常情况下，随着母体胰岛素抵抗
水平的增加，母体胰岛素的分泌能力也随之增加以寻求机体平衡。但是，当胰
岛素的分泌能力不可以弥补母体的胰岛素抵抗时，妊娠期高血糖便会发生。这
也说明，为什么妊娠前存在胰岛素抵抗的妇女（超重、肥胖、妊娠期体重过度
增长、PCOS、IGT 或代谢综合征），更容易在妊娠期间发生 GDM。
GDM 同多种母儿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比如对于母亲，可增加剖宫产、
肩难产、妊娠期高血压（包括子痫前期，Preeclampsia, PE）和远期 2 型糖尿病
的风险；对于子代，可引起巨大儿，产伤，新生儿低血糖，红血球增多症以及
高胆红素血症等。而妊娠早期的高血糖，更可增加胎儿畸形和胎儿丢失的风险，
以及母亲微血管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脏疾病等）的发生。因此，妊娠前
患有糖尿病的母亲，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将自身血糖控制良好后再妊娠。此
外，糖尿病母亲的子代，远期发生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显著增加，这种现象
也被解释为“发育编程”、“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学说”或“胎源性疾病”。
表 1 对 GDM 母儿近远期不良妊娠结局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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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占全球年分娩量 85%的中低水平收入国家，虽然占有全球 80%的糖
尿病患病率和 90%的围产期母儿死亡，但大部分的女性都没有或没有被正确的
在妊娠期进行糖尿病筛查。
随着全球糖尿病发病年龄的降低，以及多半妇女妊娠时合并有孕前糖尿病

而未被诊断，我们势必应当加强对妊娠期高血糖的预防、筛查、诊断和管理。
但目前，就如何预防、诊断和管理 GDM，我们还存在大量的知识空白。并且
对于如何最佳的处理 GDM 以改善不良妊娠结局，在世界范围内尚存在较大争
议。
FIGO 汇集国际专家一同制定出 GDM 的实用指南，明确了 GDM 引起的健
康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FIGO 的目标是：（1）加强对妊娠期高血
糖与母儿不良妊娠结局间相关性的认识，同时强调针对妊娠期高血糖制定清楚
明确的全球卫生议程；（2）制定一致且不受资源条件限制的 GDM 筛查、管理
和护理指南，并推行应用。
虽然在 FIGO 制定的指南中尚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但该指南对全
球 GDM 的诊断、管理和护理标准进行概括并给出了具体建议。并且，该指南
具有较大程度的接受性、可行性和易于实施性。此外，FIGO 指南适用于多种
族人群及不同资源配置的地区，同时为研究者的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及协作提供
了方向。比如完善对 GDM 危险因素的分级、GDM 的预测，加强对 GDM 筛查
诊断方法的优化以及明确 GDM 的远期结局等
关于 GDM, FIGO 在指南中予以下方面提出建议：
（1）GDM 应被视为公共卫生的重点：全球应加强对 GDM 及 GDM 相关不
良妊娠结局的关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核心内容便是加强对育龄妇
女进行孕前咨询、孕期保健和产后随访，同时增强围孕期管理的接受度和可行
性，并使之成为重要且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2）普遍筛查：所有妊娠期妇女都需通过一步法进行妊娠期高血糖筛查。
并且，FIGO 鼓励所有国家和成员组织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普遍筛查的实施。
（3）诊断标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关于糖
尿病合并妊娠以及 WHO 和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abetic pregnancy study group, IADPSG) 关于 GDM 的诊断标准应当被采用。
但考虑到一些国家资源配置的有限性，一些替代的诊断方法也可以被接受。
（4）GDM 诊断：GDM 诊断最好采用标准化的静脉血实验室检查，但是当
实验室检查条件不允许时（如实验室检查条件有限或实验室检查地点较远等），
标准化的校准手持葡萄糖测定仪也是可以被使用的。

（5）GDM 的管理：GDM 的管理需要依照各国的资源配备以及基础设施。
GDM 的妊娠期管理主要包括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营养咨询和运动锻炼是管理 GDM 的首要方式。GDM 孕妇
必须在妊娠期接受营养及运动的咨询和教育，进而了解和掌握如何选择正确的
食物种类、摄入量以及适宜的运动强度。同时，在妊娠期应当反复对 GDM 孕
妇强调产后继续坚持同样的健康生活方式以预防远期肥胖、2 型糖尿病和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
药物治疗：如果生活方式干预不能有效的控制孕期血糖，二甲双胍、格列
本脲和胰岛素可作为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选择。
（6）产后随访：产后是对 GDM 母儿采取预防干预，降低其远期非传染性
疾病风险的重要时期。产科医生需同家庭医生、内科医生、儿科医生以及其他
医护人员联合，共同为产后随访提供支持。并且，如果可以将产后随访同幼儿
疫苗接种及定期体检相关联，那么将会较大程度增加产后随访的依从性。
（7）研究前景：为了明确母亲健康与非传染性疾病的相关性，我们需要
展开更广泛的国际间科研协作。同时，高质量循证研究也应被开展，以期制定
最佳的 GDM 诊断、管理和护理方法。此外，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依据自身的疾
病负担和资源配置，选择最经济有效的 GDM 筛查和管理方式。
本课题组将后续就此实用性指南，对 GDM 诊断标准、各国 GDM 诊断现状
以及 GDM 围孕期管理等方面进行系列摘译，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