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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渊ACR冤联合尿 茁2-微球蛋白渊茁2-MG冤检测对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早

期肾损害的临床诊断效果遥 方法 随机纳入 2019 年 1要12 月我院接收进行定期孕检的产妇 150 例遥 其中 33 例
诊断为孕前糖尿病渊PGDM冤的产妇纳入 PGDM 组尧70 例妊娠期糖尿病渊GDM冤产妇纳入 GDM 组尧47 例健康产妇

纳入对照组遥 检测产妇血清糖化血红蛋白渊HbA1c冤尧ACR尧尿 茁2-MG尧血肌酐渊Scr冤尧血尿素氮渊BUN冤水平袁并比较

各指标检测阳性率遥 结果 GDM 组尧PGDM 组尿 茁2-MG尧ACR尧Scr 及 HbA1c 水平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GDM 组尧
PGDM 组 BUN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PGDM 组尿 茁2-MG尧ACR 及 HbA1c 水平高于GDM
组渊P<0.05冤曰PGDM 组 Scr尧BUN 水平与 GDM 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PGDM 组尧GDM 组尿 茁2-MG尧
ACR 检测阳性率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PGDM 组尧GDM 组 BUN 及 Scr 检测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遥 PGDM 组 ACR 及尿 茁2-MG 检测阳性率高于 GDM 组渊P<0.05冤袁PGDM 组 BUN 及 Scr 检测阳性率与
GDM 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GDM 组内 B 亚组 ACR尧尿 茁2-MG尧ACR 联合尿 茁2-MG 检测阳性率高

于 A 亚组渊P<0.05冤袁A尧B 亚组患者 BUN 及 Scr 检测阳性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临床针对
GDM 患者可结合 HbA1c 检测情况袁进行 ACR尧尿 茁2-MG 指标水平联合检测判断其早期肾损害及肾损害程度袁及
早接受治疗干预袁以防止并延缓妊娠并糖尿病患者肾损害症状发展至不可逆期袁该检测方法具有临床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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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joint detection of urine microalbumin/creatinine ratio(ACR) and urine

茁2-microglobumin (茁2-MG) on clinical diagnosis of early renal damage in pregnant women with diabetes mellitus(DM).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rturients who received regular pregnancy tes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mong these parturients, 33 cases diagnosed with pre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GDM) were included in the PGDM group, 70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 were included in the GDM

group, and 47 healthy partur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the indexes of serum 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 ACR, urine 茁2 -MG, blood creatinine(Scr) and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were detected,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each index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the urine 茁2-MG, ACR, Scr and HbA1c of the patients
in the GDM group and PGD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nd the levels of

BU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urine 茁2-MG, Scr ACR and
HbA1c of the patients in the PGD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GDM group(P<0.05). The levels

Scr and BU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PGDM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GDM group(P>0.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the detection of urine 茁2-MG and ACR of the patients in the PGDM group and GD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the detection of BUN and Scr of the

patients in the PGDM group and GDM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the detection of ACR and urine 茁2 -MG of the patients in the PGD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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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ose in the GDM group(P<0.05), and the positive rates of the detection of BUN and Scr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GDM group(P>0.05). In GDM group, the positive rates of ACR, urine 茁2-MG and ACR combined with
urine 茁2-MG in subgroup 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ubgroup A(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itive rates of BUN and Scr in subgroup A and B(P>0.05). Conclus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as far as the patients
with GDM are concer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sult of the detection of HbA1c, a joint detection of the levels of the

indexes of ACR and urine 茁2-MG can be conducted for judging their early renal damage and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so that they could receive treatment interven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prevent the symptoms of renal damage in preg鄄

nant women with DM from developing to the irreversible stage and delay the development. The detection method has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Pregnancy complicated by diabetes mellitus; Urine microalbumin/creatinine ratio; Urine 茁2-microglobumin;
Early renal damage; Clinical diagnosis

妊娠并糖尿病类型主要包括妊娠糖尿病渊Gesta

tional diabetes袁GDM冤与 孕 前 糖 尿 病 渊Pre -pregnancy

diabetes袁PGDM冤 遥 其中 GDM 主要是指在妊娠期发

比性袁见表 1遥 本研究受检产妇均于入组前签署相关
知情同意书袁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遥

[1]

表 1 三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渊x依s冤

生的一类糖代谢异常袁产妇血糖水平升高但仍未达到

糖尿病标准曰 而 PGDM 可能在产妇孕前已被确诊或

在其妊娠期首次诊断的糖尿病袁PGDM 在临床上较为
少见[2-3]袁GDM 占妊娠并糖尿病中的 80%以上遥 随着当

前妊娠期并糖尿病患病率的不断提高袁临床对 GDM
的筛查也不断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重视遥 而妊娠并

组别

n

平均年龄渊岁冤

平均孕龄渊周冤

70

31.59依6.22
31.36依6.41

27.8依3.3

31.30依7.08

27.0依3.8

PGDM 组

33

对照组

47

GDM 组
F值

0.020
0.980

P值

28.1依3.7
1.297
0.276

糖尿病也与流产尧早产儿或巨大胎儿尧先天畸形及子
痫前期等多种妊娠不良结局存在相关性遥 糖尿病引发
的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患者一类具有特异性的损害
表现袁糖尿病肾病是临床常见一类微血管病变袁临床
对于肾损害的早期常规检测较困难袁此类症状往往易
被忽视 遥 在近年的临床报道中发现袁尿微量白蛋白/
[4]

尿肌酐的比值渊Ratio of urine microalbumin to urine cre鄄

atinine袁ACR冤尧尿 茁2-微球蛋白渊茁2 -microglobulin袁茁2 MG冤是临床用以反映患者肾损伤情况的一类敏感指标

遥

[5-8]

研究探讨 ACR 联合尿 茁2-MG 检测对妊娠合并糖尿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院纳入 PGDM尧GDM 患者均符合糖尿病

诊断标准袁患者空腹血糖渊Fasting blood glucose袁FBG冤
水平逸5.1 mmol/L尧餐后 2 h 血糖值逸8.5 mmol/L遥 排

除标准院既往合并高脂血症尧高血压者曰合并脏器功能
障碍或疾病者尧合并甲状腺尧血液系统等疾病者[9]遥
1.3 方法

纳入产妇均随机采集尿液检测 ACR尧尿 茁2-MG遥 受

检者于晨间空腹状态下采集静脉血血液袁检测血肌酐

病患者早期肾损害的临床诊断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渊Serum creatinine袁Scr冤尧血尿素氮渊Blood urea nitrogen袁

1 资料与方法

测袁采用 OLYMPUS-AU64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渊贝

1.1 一般资料

随机纳入 2019 年 1要12 月我院接收进行定期孕

检的产妇 150 例遥 纳入患者入院后均检查病史资料袁

且均于孕 24~28 周或孕 28 周后就诊时接受口服 75 g

BUN冤及 HbA1c 指标遥 ACR 检测通过免疫比浊法检
克曼公司冤及配套试剂渊中生北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冤进行检测遥 尿 茁2-MG 应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袁采

用 GC-1200酌 型放射免疫计数器渊安徽中科中佳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冤及配套试剂渊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

葡萄糖耐量试验渊OGTT冤袁且依据妊娠合并糖尿病诊

有限公司冤进行检测遥 Scr 检测通过苦味酸法检测袁

33 例诊断 PGDM 产妇纳入 PGDM 组袁70 例 GDM 产

自动生化分析仪渊贝克曼公司冤及配套试剂渊上海复星

治指南渊2014 年版冤对 GDM 诊断标准进行诊断遥 其中
妇纳入 GDM 组袁47 例健康产妇纳入对照组遥 GDM 组

患者依据糖化血红蛋白渊Glycated hemoglobin袁HbA1c冤

检查情况分为 A尧B 亚组袁A 亚组纳入 38 例 HbA1c<
5.5%患者尧B 亚组纳入 32 例 HbA1c逸5.5%患者遥三组
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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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 通过脲酶法检测袁均采用 OLYMPUSAU 640型全
长征医学有限公司冤进行检测遥 HbA1c 通过高效液相
色谱法进行检测袁采用全自动型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渊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冤及配套试剂检测遥 针对 ACR
检测结果以逸3.0 mg/mmol 表示检测阳性袁尿 茁2-MG

检测结果以逸0.3 mg/L 表示检测阳性袁Scr 及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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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组各指标检测情况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n

尿 茁2-MG渊mg/L冤

ACR渊mg/mmol冤

Scr渊滋mol/L冤

HbA1c渊%冤

BUN渊mmol/L冤

70

0.73依0.56

10.68依4.23

60.32依7.73

5.68依0.60

3.10依0.59

PGDM 组

33

对照组

47

GDM 组
F值

著窑

1.42依1.00*^
*

0.16依0.09
42.014

<0.001

P值

注院与对照组比较袁*P<0.05曰与 GDM 组比较袁^P<0.05

24.03依7.75*^
1.43依0.69

64.25依4.68*

*

*

渊1冤对比各指标渊尿 茁2-MG尧ACR尧Scr尧HbA1c尧BUN冤

检 测 情 况 曰 渊2冤 对 比 各 指 标 渊 尿 茁2 -MG尧ACR尧Scr尧
HbA1c尧BUN冤检测阳性率情况曰渊3冤对比 GDM 组内A尧
B 亚组患者各指标渊尿 茁2-MG尧ACR尧Scr尧HbA1c尧BUN冤
检查阳性率情况遥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处

理袁计量资料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计量资料多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袁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曰计数

资料用[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

3.09依0.74

184.727

<0.001

0.927

<0.001

0.398

表 3 三组各指标检测阳性率比较[n渊%冤]

检验结果以大于等于试剂说明参考值上限表示检测
1.4 观察指标

4.47依0.42

26.225

<0.001

3.26依0.43

*

54.09依5.15

228.987

阳性遥

6.92依0.66*^

组别

n

尿 茁2-MG ACR 检测

Scr 检测

BUN 检测

PGDM 组

33

25渊75.76冤*^ 31渊93.94冤*^

3渊9.09冤

3渊9.09冤

对照组

47

1渊2.13冤

1渊2.13冤

GDM 组

检测阳性

70

阳性

30渊42.86冤* 46渊65.71冤*
4渊8.51冤

5渊10.64冤

阳性

4渊5.71冤

注院与对照组比较袁 P<0.05曰与 GDM 组比较袁^P<0.05
*

阳性

5渊7.14冤

表 4 GDM 组内 A尧B 亚组患者各指标检查阳性率比较[n渊%冤]
n

组别
A 亚组
B 亚组
字2 值
P值

38

尿 茁2-MG ACR 检测
检测阳性

阳性

尿 茁2-MG+
ACR 检测
阳性

8渊21.05冤 19渊50.00冤 26渊68.42冤

32 22渊68.75冤 27渊84.38冤 31渊96.88冤
16.138

<0.001

9.111
0.003

9.300
0.002

Scr 检测 BUN 检测
阳性

阳性

2渊5.26冤

2渊5.26冤

0.031

0.443

2渊6.25冤

3渊9.38冤

0.859

0.50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原有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升高袁并导致其病情进一

2 结果

GDM[10]遥 对于妊娠并糖尿病患者袁若其糖尿病病情未

2.1 三组各指标检测情况比较

GDM 组尧PGDM 组尿 茁2-MG尧ACR尧Scr 及 HbA1c

水平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GDM 组尧PGDM 组 BUN 指
标水平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PGDM 组尿 茁2-MG尧ACR 及 HbA1c 水平高于 GDM 组

渊P<0.05冤曰PGDM 组 Scr尧BUN 水平与 GDM 组比较袁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2.2 三组各指标检测阳性率比较

PGDM 组尧GDM 组尿 茁2-MG尧ACR 检测阳性率高

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PGDM 组尧GDM 组 BUN 及 Scr检
测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PGDM 组 ACR 及尿 茁2-MG 检测阳性率高于 GDM 组
渊P<0.05冤袁PGDM 组 BUN 及 Scr 检测阳性率与GDM 组比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2.3 GDM 组内 A尧B 亚组患者各指标检查阳性率比较

B 亚组患者 ACR尧 尿 茁2-MG尧ACR 联合尿茁2-MG

检测阳性率高于 A 亚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A尧B 亚组患者 BUN 及 Scr 检测阳性率比较袁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3 讨论
妊娠是女性一个复杂生理变化过程袁妊娠可导致

步加重 袁 也可导 致 既 往 未 合 并 糖 尿 病 史 产 妇 患 上
能得到较好控制袁 易导致患者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尧低血糖尧乳酸酸中毒及高渗性昏迷等并发症袁对产
妇及胎儿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遥 妊娠易促
进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肾病进展[11]袁糖尿病患者早期
肾脏代偿功能相对较强袁对肾脏功能的检查易受患者

溶血尧饮食及血脂等多因素影响袁导致 BUN尧Scr尧尿蛋
白定性等临床常用检测指标难以实现在早期诊断肾

功能受损曰当患者 BUN尧Scr 出现明显异常或其出现
大量蛋白尿时袁其肾功能往往已发生严重受损且不能

逆转遥 肾脏功能常规检测指标无法满足临床对妊娠并
糖尿病的诊疗需要[12-13]遥 因此袁寻找对妊娠并糖尿病的

灵敏且可靠的检测指标对于及早发生妊娠并糖尿病
患者的肾损害具有重要意义遥
尿微量白蛋白是通过常规定性尧定量方法难以被
检出的蛋白质类型袁当患者发生肾损伤后袁其尿液中
最早出现的蛋白类型为清蛋白袁肾损伤导致患者体内
尿微量白蛋白水平升高袁尿微量白蛋白水平增高往往
与机体内胰岛素抵抗尧糖耐量发生改变等存在密切相

关[14]遥 对尿微量白蛋白指标水平的测定是对早期肾损
害监测及追踪的重要指标袁24 h 尿微量白蛋白检测是

当前临床诊断清蛋白尿的一个金标准袁但由于 24 h尿
液标本留取相对麻烦袁且易受污染影响袁单次随机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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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白蛋白检测受患者尿量尧检测前饮食及个人情绪
等因素影响袁导致检测结果存在较大波动性袁使该方
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遥 临床研究显示袁采
用尿微量 ACR 检测法查对随机尿检测在尿微量白蛋

白症的诊断结果方面袁与采用 24 h 尿白蛋白排泄率检

测存在一定相关性[15-17]遥 本研究将 33 例诊断为PGDM
的产妇纳入 PGDM 组尧70 例 GDM 产妇纳入 GDM 组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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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依据病情进展情况可分为 5 期渊玉~

吁期冤袁玉期院患者肾增大且肾脏处于高滤过状态袁患

者肾小球滤过率升高 30%~40%袁且经血糖控制后袁
患者肾小球滤过率可降低至正常范围袁该时期患者肾

脏结构正常曰域期院患者体内高滤过状态存在袁且在进
行运动后存在微量白蛋白尿袁该时期患者肾小球毛细
血管基底膜出现增厚袁且病变处于可逆性状态曰芋期院

47 例健康产妇纳入对照组袁通过对比显示袁PGDM 组

该时期患者持续出现微量白蛋白尿渊即尿白蛋白的排

照组袁GDM 组尧PGDM 组 BUN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

300.0 mg/g尧尿白蛋白的排泄量为 30.0~300.0 mg/24 h冤袁

及 GDM 组患者 ACR 水平尧检测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

泄率为 20.0~200.0 滋g/min尧尿白蛋白/肌酐为 30.0~

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提示对于 BUN 检测正常的

尿蛋白检测阴性袁肾小球滤过率处于正常范围袁患者

糖尿病患者可能已存在早期肾损害的尿生物学表现曰

血压升高但仍未达到高血压水平袁且无肾病症状或体

而 PGDM 组患者 ACR 及 HbA1c 水平明显高于 GDM

征表现曰郁期院患者常规尿蛋白检测结果阳性袁尿蛋白

茁2-MG 是人体内一类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糖蛋

白尿上限袁患者可伴水肿尧高血压等症状袁部分患者存

组袁考虑为 PGDM 患者糖尿病病程较长的影响遥

排泄量均>500 mg/24 h 或尿蛋白排泄率大于微量蛋

白物质袁茁2-MG 广泛存在于体液中遥 健康人体的体液

在肾病综合征等表现袁患者肾小球滤过率开始降低尧

吸收或发生代谢袁 对于出现肾小管损害早期症状患

期患者即为终末期糖尿病肾病袁患者临床表现为尿毒症

及检测阳性率出现显著提升 [18] 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

微量白蛋白尿袁此时期患者又被称为早期糖尿病肾病袁

中 茁2-MG 能自由通过肾小球滤过膜袁 并于近曲小管

肾功能开始减退袁临床可诊断糖尿病肾病曰吁期院该时

者袁其肾小管重吸收率降低袁导致尿液中 茁2-MG 水平

等相关症状[20]遥 糖尿病肾病芋期患者临床可见持续性

PGDM 组及 GDM 组患者尿 茁2-MG 检测水平尧检测阳

此类患者接受积极的治疗干预袁并及时进行血糖控制袁

其肾小球发生病变同时可能存在肾小管病变遥而 PGDM

病肾病进入到郁期袁其肾功能将逐渐衰退袁在临床存

PGDM 患者的糖尿病病程较长袁肾小管病变程度更重

尿毒症等遥 因此袁临床需及早诊断糖尿病肾病袁进行

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提示对于妊娠并糖尿病患者袁

能逆转或延缓其糖尿病肾病病情发展袁一旦患者糖尿

组患者尿 茁2-MG 指标水平明显高于 GDM 组袁考虑为

在糖尿病肾病表现袁该时期患者疾病最终可能进展为

所影响遥

妊娠并糖尿病患者中 GDM 患者占比较高遥 近年

来袁临床上越来越重视对 GDM 患者合并存在肾微血

管病变的及早检查与诊断遥 因此袁寻找对该病的敏感
指标对 GDM 患者早期肾损害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遥
而 HbA1c 可反映患者检测前 6~10 周的平均血糖指

标水平袁且 HbA1c 指标不受患者血糖暂时波动影响袁

ACR尧尿 茁2-MG 指标水平联合检测可及早发现妊娠
并糖尿病患者的肾损害症状遥

综上所述袁临床针对 GDM 患者可结合 HbA1c 检

测情况袁进行 ACR尧尿 茁2-MG 指标水平联合检测判断

其早期肾损害及肾损害程度袁及早接受治疗干预袁以
防止并延缓妊娠并糖尿病患者肾损害症状发展至不
可逆期袁该检测方法具有临床应用价值遥

HbA1c 可用于判断患者的近期血糖水平及糖尿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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