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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改变对于糖尿病前期人群血糖
及相关指标的 ｍｅｔ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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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采用 ｍｅｔａ 分析的方法判断生活方式改变对糖尿病前期人群的患病率、 体重、 体质指数、
腰围、 空腹血糖、 餐后 ２ｈ 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收缩压及舒张压的影响ꎮ 方法: 全面收集国内外 １９６６－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有关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病前期人群的随机对照试验的相关文献ꎬ 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 ０ 软件对各指标

进行分析ꎬ 以相对危险度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ꎬ ＲＲ)、 均数差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ＷＭＤ) 及其 ９５％ＣＩ 为效

应指标ꎬ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计算ꎬ 对数据进行合并和敏感性分析ꎮ 结果: 按照纳入 / 排除标

准ꎬ １６ 个 ＲＣＴ 共包括 ３４６９ 例糖尿病前期人群纳入 ｍｅｔａ 分析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生活方式干预组糖尿病前期人

群糖尿病的发生率有明显的下降 (ＲＲ ＝ ０ ６１ꎬ ９５％ ＣＩ: ０ ５２ꎬ ０ ７１)ꎻ 体重减少 － ４ １４ (９５％ ＣＩ: － ７ １２ꎬ
－１ １６) Ｋｇ、 体质指数降低－１ ０３ (９５％ＣＩ: －１ ４８ꎬ －０ ５８) ｋｇ / ㎡、 腰围减少－１ ３５ (９５％ＣＩ: －２ ３４ꎬ －０ ３５)
ｃｍꎻ 空腹血糖降低－ ０ ３３ (９５％ＣＩ: － ０ ５３ꎬ － ０ １３ ) ｍｍｏｌ / Ｌꎻ 餐后 ２ｈ 血糖降低－ ０ ７４ (９５％ ＣＩ: － １ ３８ꎬ
－０ １１)ｍｍｏｌ / Ｌꎻ 糖化血红蛋白降低－０ ３０ (９５％ＣＩ: －０ ４９ꎬ －０ １１) 收缩压下降－８ ３６ (９５％ＣＩ: －１１ １９ꎬ
－５ ５２) ｍｍＨｇꎻ 舒张压下降－３ ８３ (９５％ＣＩ: －４ ３０ꎬ －３ ３７) ｍｍＨｇꎻ 且两组间上述各指标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

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ꎻ 结论: 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糖尿病前期人群能够防止或延缓糖尿病的发生ꎬ 且减重的效

果明显ꎬ 同时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在控制血糖、 血压方面更加有益ꎬ 但仍需更多高质量大样本 ＲＣＴ 加以验证ꎮ
关键词　 糖尿病前期ꎻ 生活方式ꎻ Ｍｅｔａ 分析ꎻ 系统评价ꎻ 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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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１９６６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
５ ０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ｏｒｔ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ｏｏｌ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Ｒ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Ｍ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６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ｕ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ａｅｍｏｇｌｏ￣
ｂｉｎ Ａ１ｃꎬ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ａ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ＲＲ) 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ＷＭＤ ) ａｎｄ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ｗｅ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 (ＲＲ＝ ０ ６１ꎬ ９５％ＣＩ: ０ ５２ꎬ ０ ７１)ꎬ －
０ ３３ (９５％ＣＩ: －０ ５３ꎬ －０ １３) ｍｍｏｌ / Ｌꎬ －０ ７４ (９５％ＣＩ: －１ ３８ꎬ －０ １１) ｍｍｏｌ / Ｌꎬ －０ ３０ (９５％ＣＩ: －０ ４９ꎬ
－０ １１)％ꎬ －４ １４ (－７ １２ꎬ －１ １６) Ｋｇꎬ －１ ０３ (９５％ＣＩ: －１ ４８ꎬ －０ ５８) ｋｇ / ㎡ꎬ －１ ３５ (９５％ＣＩ: －２ ３４ꎬ －
０ ３５) ｃｍꎻ －８ ３６ (９５％ＣＩ: －１１ １９ꎬ －５ ５２) ｍｍＨｇꎻ －３ ８３ (９５％ＣＩ: －４ ３０ꎬ －３ ３７) ｍｍＨ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ｏｌ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ｒｅ￣
ｄｕｃ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ꎻ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ꎻ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ꎻ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糖尿病是一组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和 /
或胰岛素作用障碍所致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

代谢性疾病ꎮ 持续高血糖与长期代谢紊乱等

可导致全身组织器官ꎬ 特别是眼、 肾、 心血

管及神经系统的损害及其功能障碍和衰竭ꎬ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ꎮ ２ 型糖尿病是最常

见类型的糖尿病ꎮ 糖尿病前期即糖调节受损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ＧＲ) 是 ２ 型

糖尿病发生的关键阶段ꎬ 是正常糖代谢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ＮＧＴ) 和 糖尿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ＤＭ) 之间的中间状态ꎬ
主要包括空腹血糖异常 (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Ｇｌｙｃｅｍｉａꎬ ＩＦＧ) 和糖耐量低减 (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ＩＧＴ) [１]ꎮ 几个大型临床

随机 对 照 试 验 研 究 表 明: 糖 调 节 受 损

(ＩＧＲ) 是人体处于糖代谢紊乱的代偿性阶

段ꎬ 通过对糖调节受损 ( ＩＧＲ) 人群生活方

式干预ꎬ 可以有效防止或者延缓已进入糖调

节受损 ( ＩＧＲ) 期患者进一步发展为糖尿

病ꎬ 是预防糖尿病的重要手段[２－７]ꎮ 但是由

于生活方式干预的方案各异ꎬ 干预的效果如

何是人们目前较为关心的问题ꎮ 本研究采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系 统 评 价 方 法 通 过 对 ＥＭｂａｓｅ、
ＰｕｂＭｅ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ＢＭ、 ＶＩＰ “维普、 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综

述ꎬ 查找糖尿病前期患者采用生活方式干预

的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ꎬ 为临床决策及人

群糖尿病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ꎮ

资料和方法

一、 资料

收集 １９６６－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有关生活方式

干预对糖尿病前期人群的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 分析数据的文献ꎮ

二、 方法

遵循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系统评价手册 ５ １ ０ 干预

版本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更新)ꎬ 通过计算机检索

ＥＭｂａｓｅ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６)、 Ｐｕｂ－Ｍｅｄ (１９６６－
２０１３ ６ )、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６ )、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６)、 ＣＢＭ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８)、 维普期刊

(１９８９－２０１３ ６) 及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３ ６)ꎬ 检索包括中、 英文ꎮ 搜索条件包

括: 糖代谢异常、 糖耐量异常、 糖尿病前

期、 空腹血糖受损和非药物治疗、 生活方

式、 运动、 饮食ꎮ 该搜索被限制为人体临床

试验ꎮ 所有检索均采用主题词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Ｍｅｓｈ)ꎬ ＥＭｂａｓｅ ( ＥＭＴＲＥＥ) ] 与自由词

相结合的方式ꎬ 并根据具体数据库调整ꎬ 此

外追索已纳入文献和相关综述的参考文献ꎮ

三、 研究对象的纳入

纳入标准为①根据已有的诊断标准判定

为糖调节受损 ( ＩＧＲ)ꎬ 包括糖耐量受损

(ＩＧＴ) 和 /或空腹血糖受损 (ＩＦＧ) 的成年男

性或女性ꎮ 诊断标准包括国家糖尿病数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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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ＤＧ１９７９)ꎬ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１９８０ 年、
ＷＨＯ１９８５ 年、 ＷＨＯ １９９８ 年) 和美国糖尿病

协会 (ＡＤＡ１９９７ 年、 ＡＤＡ １９９９ 年、 ＡＤＡ２００２
年) 所描述的诊断标准ꎮ ②对干预组进行饮

食加运动的生活方式干预ꎬ 考虑到干预的效

力在实施中必须包括对参与者的个体指导ꎬ
并且在干预期间需进行不定期的上门随访和

/或电话咨询的督导ꎮ 对照组维持原来的饮

食、 运动习惯ꎬ 不给予任何干预措施或是只

有群体的基本健康教育但无个体化指导及不

定期随访督导ꎮ ③随机对照临床试验ꎬ 随访

至少 ６ 个月ꎮ ④研究结果至少包括其中一

项: ２ 型糖尿病的发展 (发病率)ꎻ 体重、
身体质量指数 ( ＢＭＩ)、 腰围、 空腹血糖、
餐后两小时后负荷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收

缩压、 舒张压ꎻ 副作用: (例如外伤继发于

休闲体育活动、 营养不良、 低血糖等)ꎻ
四、 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估

由两位研究者独立地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文献进行资料提取ꎬ 填写资料提取表ꎬ 内容

包括第一作者的姓氏ꎬ 出版年份和国家ꎬ 研

究设计细节 (样本大小、 干预持续的时间、
干预方式、 各项研究结果的数据)ꎬ 参与者

的基线内容 (随机分配到每组的人数、 平均

年龄 (岁)、 女性所占比例 (％)、 基线体重

指数 (ＢＭＩ)、 入选标准、 排除标准、 种族、
可比性)ꎬ 而后交叉核对ꎬ 如遇分歧通过协

商或由第三位研究者协助解决ꎬ 缺乏的资料

通过与文献的通讯作者联系予以补充ꎮ 纳入

研究的质量评价按照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偏倚风险评估

工具对随机对照试验的质量标准进行ꎮ 评价

指标包括: ①随机分配方法ꎻ ②分配方案是

否隐藏ꎻ ③盲法具体措施 (是否对临床试验

参与者或结局指标测量者设盲)ꎻ ④结果数

据是否完整ꎻ ⑤是否选择性报道结果ꎻ ⑥是

否有其他偏倚来源ꎮ 针对每一项研究结果ꎬ
对上述 ６ 条做出 “低度偏倚”、 “高度偏倚”
和 “不清楚” (缺乏相关信息或偏倚情况不

确定) 的判断ꎮ
五、 统计分析

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计量资料采用加权均数差 (ＷＭＤ) 或标准

化均数差 (ＳＭＤ) 及其 ９５％ＣＩ 为疗效分析

统计量ꎬ 计数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 (ＲＲ)
及其 ９５％ＣＩ 为疗效分析统计量ꎮ 异质性检

验采用 χ２ 卡方检验及 Ｉ２ꎬ 当各研究结果不

存在异质性时 ( Ｉ２>５０％ꎬ Ｐ>０ １０)ꎬ 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ꎻ 如各研究结果间存在

异质性ꎬ 分析异质性产生的原因ꎬ 若无临床

异质性ꎬ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 若有

临床异质性可根据其来源做敏感性分析[８]ꎮ
基 于 ＧＲＡＤＥ 系 统 的 质 量 评 价 采 用

ＧＲＡＤＥｐｒｏ３ ６ 软件进行评级和制图[９]ꎬ 由 ２
位研究者根据证据质量结合研究主题得出证

据等级及推荐等级ꎬ 如遇分歧则提请第三位

研究者并通过讨论达成一致ꎮ

结　 果

一、 文献检索

初检出相关文献 ５８２６ 篇ꎬ 通过文献管

理软件 (Ｎｏ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 ０) 剔除重复文献剩

余 ３２５７ 篇ꎬ 阅读文题及摘要排除回顾性研

究、 非随机对照研究、 干预措施等不符合纳

入标准的文献ꎬ 初步纳入 ３８３ 篇相关文献ꎬ
进一步查阅全文ꎬ 排除参与者不满足纳入标

准的文献 (如糖尿病高危人群血糖不满足糖

耐量受损 ( ＩＧＴ) 或空腹血糖受损 ( ＩＦＧ)
诊断标准、 代谢综合征人群包含有糖尿病患

者等) ９８ 篇ꎬ 排除对干预组只有健康教育

没有个体化指导及定期督导的文献 ７９ 篇ꎬ
排除没有提供所需结果的文献 ４５ꎬ 排除综述

８ 篇ꎬ 排除单纯进行饮食或单纯进行运动干

预的文献 ５９ 篇ꎬ 排除来自于相同研究的不

同随访时间、 不同杂志发表的文献 ２１ 篇ꎬ
以及干预时间<６ 个月的文献 ５７ 篇ꎬ 最终纳

入篇文献 １６ 篇[１０－２５]ꎮ

二、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所有纳入研究的生活方式干预组与对照

组基线平行可比ꎬ 见表 １ꎮ 纳入的 １６ 个试

验ꎬ 发布时间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ꎬ 涉及中

国、 日本、 印度、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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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７ 个国家的研究ꎮ 各研究的样本大小从 ４８
人至 ５３１ 人ꎬ 持续时间从 ６ 月至 ６ 年不等ꎮ
１６ 个纳入试验均为临床随机对照研究ꎬ 干预

的方式除中国大庆试验及印度 ＩＤＰＰ 试验分

为 ４ 组 (包含生活方式干预与对照组)ꎬ 其

余均分为生活方式干预组与对照组ꎬ 生活方

式的干预主要为饮食及运动的改变ꎬ 在健康

教育的基础上都有个人指导ꎬ 并且有定期督

导ꎮ 所有参与者都为糖尿病前期人群ꎬ 结果

见表 １ꎮ

表 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纳入人群 例数 ｅ
年龄
(岁)

女性
(％)

ＢＭＩ
(ｋｇ / ㎡) 地区 研究时间

ＧａｇｎｏｎＣ２０１１ ＩＧＲ
Ｉ:２２
Ｃ:２６

Ｉ:５４ ８±１１ ７
Ｃ:５８ ４±１０ ７

Ｉ:５９ １
Ｃ:５０

Ｉ:３４ １±４ ３
Ｃ:３６ ０±６ ３ 加拿大 １ 年

ＩｍａｉＳ２００８ ＩＧＴ Ｉ:５０
Ｃ:５０

Ｉ:６３ ２±５ ４
Ｃ:６１ ４±４ ８

Ｉ:８２
Ｃ:８４

Ｉ:２３ ５±３ ４
Ｃ:２４ １±３ ８

日本 ６ 月

ＪＣ Ｏｌｄｒｏｙｄ２００１ ＩＧＴ
Ｉ:３７
Ｃ:３２

Ｉ:５８(４１~７５)
Ｃ:５７(４１~７３) ４３

Ｉ:３０ ４±５ ６
Ｃ:２９ ９±４ ９ 英国

２ 年

[６ 月ａ]

ＫａｔｕｌａＪＡ２０１１ ＩＧＲ
Ｉ:１５１
Ｃ:１５０ ５７ ９ ５７ ５

Ｉ:３２ ８±３ ９
Ｃ:３２ ６±４ １ 美国

２ 年

[６ 月ａ]

ＬＰｅｎｎ２００９ ＩＧＴ Ｉ:５１
Ｃ:５１

５７ ５８ ８ ３４ 英国 ３ １ 年[１ 年ａ]

ＭＭｅｎｓｉｎｋ２００３ ＩＧＴ
Ｉ:４７
Ｃ:５５

Ｉ:５５±１
Ｃ:５８±１

Ｉ:４２ ５
Ｃ:４３ ６

Ｉ:２９ ７±０ ５
Ｃ:２９ ２±０ ８ 美国 １ 年

ＮＳａｋａｎｅ２０１１ｄ ＩＧＴ Ｉ:１５２
Ｃ:１５２

未提供 未提供
Ｉ:２４ ５±３ ２
Ｃ:２４ ８±３ ６

日本
３ 年

[１ 年ａ]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Ａ
２００６ｂ ＩＧＴ

ＬＳＭ:１３３
Ｃ:１３６ ４５ ９ ２１ ２５ ８ 印度 ３ １ 年[１ 年ａ]

ＴｕｏｍｉｌｅｈｔｏＪ２００１ ＩＧＴ Ｉ:２６５
Ｃ:２５７

５５±７ ６７ ０ ３１ １±４ ６ 芬兰 ３ ２ 年

周士萍 ２０１０ ＩＧＲ
Ｉ:５８
Ｃ:５９ ５７ ５±９ ０８ ７４ ４

Ｉ:２４ ８２±３ １６
Ｃ:２４ ７７±３ ０８ 中国 ６ 月

宋丽娟 ２０１２ ＩＧＲ
Ｉ:８１
Ｃ:８１

Ｉ:６１ ５±１２ ４
Ｃ:６２ ８±１５ ３ ６２

Ｉ:２４ ８２±３ １６
Ｃ:２４ ７７±３ ０８ 中国 ６ 月

张芳 ２０１２ｄ ＩＧＴ Ｉ:４６
Ｃ:４６

４５~７６ ４０ ２ 未提供 中国 １ 年

曾永红 ２０００ ＩＧＴ
Ｉ:５２
Ｃ:５０ ５９ ７１±０ ２４ ４３ １

Ｉ:２４ ３１±０ １８
Ｃ:２４ ３４±０ ３６ 中国 １ 年半

潘孝仁 １９９５ｃ ＩＧＴ Ｉ:１２６
Ｃ:１３３

５９ ７１±０ ２４ ４３ １ Ｉ:２４ ３１±０ １８
Ｃ:２４ ３４±０ ３６

中国 ６ 年

王黎霞 ２０１２ ＩＧＲ
Ｉ:６０
Ｃ:６１

Ｉ:５８ ５±２ ６
Ｃ:５９ ５±２ ２

Ｉ:６４ ２６
Ｃ:６０ ０

Ｉ:２４ ２±１ ８
Ｃ:２４ １±１ ９ 中国 １ 年半

高西美 ２０１１ ＩＧＲ Ｉ:１１０
Ｃ:１００

Ｉ:５４ ３±９ ４
Ｃ:５１ ２±７ ９

４３ ８ Ｉ:２６ ３±３ ３
Ｃ:２５ ９±３ ４

中国 ２ 年

注: ａ 考虑到失访人数增加及干预强度减低对结果的影响ꎬ 纳入的数据为括号中时间段研究的结果ꎮ
ｂ 此试验分为 ４ 组: 运动＋饮食组 (ＬＳＭ)、 二甲双胍组 (ＭＥＴ)ꎬ ＬＳＭ＋ＭＥＴꎬ 对照组ꎬ 本文只纳入 ＬＳＭ 及对照组ꎮ
ｃ 此试验分为 ４ 组: 运动组ꎬ 运动＋饮食组ꎬ 饮食组ꎬ 对照组ꎬ 本文只纳入运动＋饮食组及对照组ꎮ
ｄ 作者指出 ２ 组基线可比ꎮ
ｅ Ｉ: 生活方式干预组ꎻ Ｃ: 对照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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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糖尿病发病率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５ 个研究[１４ꎬ１７ꎬ１８ꎬ２１ꎬ２３] 共 １１８１ 研究对象

中ꎬ 其纳入研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性 ( Ｉ２

＝ ３２％ꎬ Ｐ＝ ０ ２１)ꎬ 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 生活方式干预组较

对照组糖尿病的发生率明显的降低 (ＲＲ ＝
０ ６１ꎬ ９５％ ＣＩ: ０ ５２ꎬ ０ ７１ꎬ Ｐ < ０ ００００１)ꎬ
见图 １ꎮ

图 １　 生活方式干预组比较对照组糖尿病发生率的 Ｍｅｔａ分析

四、 血糖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１ 空腹血糖: １２ 项研究[１０－１２ꎬ１５ꎬ１６ꎬ１８ꎬ１９ꎬ２２－２６]

２１７９ 研究对象中ꎬ 其纳入研究结果之间存在

明显异质性 ( Ｉ２ ＝ ９９％ꎬ Ｐ<０ ００００１)ꎬ 经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合并分析显示: ＷＭＤ
＝－０ ３３ ( －０ ５３ꎬ －０ １３ )ꎬ 并对合并结果

进行 Ｚ 检验ꎬ Ｚ 值为 ３ ２２ꎬ Ｐ<０ ０５ꎬ 提示实

验前后两组空腹血糖变化在统计学上有显著

性差异ꎬ 见图 ２ꎮ
２ 餐 后 ２ｈ 血 糖: １１ 项 研

究[１０ꎬ１２ꎬ１５ꎬ１６ꎬ１８－２０ꎬ２２－２５]的 １９４８ 研究对象中ꎬ 其

纳入研究结果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 ( Ｉ２ ＝
９６％ꎬ Ｐ<０ ００００１)ꎬ 经随机效应模型对进行

Ｍｅｔａ 合并分析显示: ＷＭＤ＝ －０ ７４ (－１ ３８ꎬ
－０ １１)ꎬ 并对合并结果进行 Ｚ 检验ꎬ Ｚ 值为

２ ２９ꎬ Ｐ<０ ０５ꎬ 提示实验前后两组餐后 ２ｈ
血糖变化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ꎬ 见图 ２ꎮ

３ 糖化血红蛋白: ６ 项研究[１０－１２ꎬ１５ꎬ１９ꎬ２４]

的 ５４６ 研究对象中ꎬ 其纳入研究结果之间存

在明显异质性 ( Ｉ２ ＝ ９３％ꎬ Ｐ<０ ００００１)ꎬ 经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合并分析显示:
ＷＭＤ＝ －０ ３０ ( －０ ４９ꎬ －０ １１)ꎮ 并对合并

结果进行 Ｚ 检验ꎬ Ｚ 值为 ３ １５ꎬ Ｐ<０ ０５ꎬ 提

示实验前后两组餐后糖化血红蛋白变化在统

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ꎬ 见图 ２ꎮ

五、 人体测量指标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１ 体重: ７ 项研究[１０ꎬ１２ꎬ１４－１６ꎬ１８ꎬ２６] 的 １２７０
研究对象中ꎬ 其纳入研究结果之间存在明显

异质性 ( Ｉ２ ＝ ９９％ꎬ Ｐ<０ ００００１)ꎬ 经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合并分析结果显示: ＷＭＤ
＝－４ １４ (－７ １２ꎬ －１ １６)ꎮ 并对合并结果进

行 Ｚ 检验ꎬ Ｚ 值为 ２ ７２ꎬ Ｐ<０ ０５ꎬ 提示实验

前后两组体重变化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

异ꎬ 见图 ３ꎮ
２ 体 质 指 数 ( ＢＭＩ ): １１ 项 研

究[１０ꎬ１２ꎬ１５ꎬ１６ꎬ１９ꎬ２０ꎬ２２－２６]的 １７４３ 研究对象中ꎬ 其

纳入研究结果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 ( Ｉ２ ＝
９９％ꎬ Ｐ< ０ ００００１)ꎬ 经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合并分析结果显示: ＷＭＤ ＝ －１ ０３ ( －
１ ４８ꎬ －０ ５８ )ꎮ 并对合并结果进行 Ｚ 检验ꎬ
Ｚ 值为 ４ ４６ꎬ Ｐ<０ ００００１ꎬ 提示病例组与对

照组实验前后ꎬ 在体质指数的变化上有统计

学差异ꎬ 见图 ３ꎮ
３ 腰围: ９ 项研究[１０ꎬ１２ꎬ１５ꎬ１６ꎬ１８ꎬ２０ꎬ２４－２６] 的

１７７１ 研究对象中ꎬ 其纳入研究结果之间存在

明显异质性 ( Ｉ２ ＝ ９６％ꎬ Ｐ<０ ００００１)ꎬ 经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合并分析结果显示:
ＷＭＤ＝－１ ３５ ( －２ ３４ꎬ －０ ３５ )ꎮ 并对合并

结果进行 Ｚ 检验ꎬ Ｚ 值为 ２ ６６ꎬ Ｐ<０ ０５ꎬ 提

示实验前后两组腰围变化在统计学上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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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ꎬ 见图 ３ꎮ

六、 收缩压和舒张压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７ 项研究[１０ꎬ１２ꎬ１８－２０ꎬ２２ꎬ２５] 的 １２１２ 例研究对

象中ꎬ 其收缩压的纳入研究结果之间存在明

显异质性 ( Ｉ２ ＝ ７８％ꎬ Ｐ ＝ ０ ０００１)ꎬ 经随机

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合并分析结果显示:
ＷＭＤ＝－８ ３６ (－１１ １９ꎬ －５ ５２)ꎮ 并对合并

结果进行 Ｚ 检验ꎬ Ｚ 值为 ３ １５ꎬ Ｐ<０ ００００１ꎬ
提示实验前后两组间在收缩压的变化上有统

计学差异ꎬ 见图 ５ꎮ 同时对 １２１２ 例研究对象

中的舒张压进行异质性检验ꎬ 得到 Ｉ２ ＝ ４７％ꎬ
Ｐ＝ ０ ０８ꎬ 各研究之间无明显异质性ꎬ 经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 结果显示:
ＷＭＤ＝ －３ ８３ ( －４ ３０ꎬ －３ ３７)ꎮ 并对合并

结果 进 行 Ｚ 检 验ꎬ Ｚ 值 为 １６ ２３ꎬ Ｐ <
０ ００００１ꎬ 提示实验前后两组舒张压变化在

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ꎬ 见图 ４ꎮ

图 ２　 生活方式干预组比较对照组糖尿病发生率及血糖的 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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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活方式干预组比较对照组人体测量指标的 Ｍｅｔａ分析

讨　 论

糖耐量受损 ( ＩＧＴ) 或空腹血糖受损

(ＩＦＧ) 不是疾病ꎬ 一般没有任何症状ꎬ 是糖

尿病发展的危险因素ꎬ 并可以增加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ꎮ 糖耐量受损 ( ＩＧＴ) 和空腹血糖

受损 (ＩＦＧ) 病理生理学机制不同: 糖耐量

受损 (ＩＧＴ) 被认为是胰岛素抵抗ꎻ 空腹血

糖受损 (ＩＦＧ) 是肝葡萄糖输出增加和早期

胰岛素分泌减少ꎮ 目前诊断的标准如下: 糖

耐量受损 ( ＩＧＴ) 为空腹血糖小于或等于

７ ０ｍｍｏｌ / Ｌ 和 ＯＧＴＴ 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

１１ １ｍｍｏｌ / Ｌ、 大于 ７ ８ｍｍｏｌ / Ｌꎻ 空腹血糖受

损 (ＩＦＧ) 为空腹血糖 ６ １ 到 ６ ９ ｍｍｏｌ / Ｌ
(ＯＧＴＴ 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 ７ ８ ｍｍｏｌ / Ｌ)ꎮ
然而ꎬ 在 ２００３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推荐更改

后者标准为空腹血糖 ５ ６ 到 ６ ９ ｍｍｏｌ / Ｌꎮ
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２３] 是国际上第一个随

机分组、 以单纯生活方式干预针对中国糖耐

量受损 (ＩＧＴ) 人群的预防糖尿病的临床试

验ꎬ 研究首次证明ꎬ 糖耐量受损 ( ＩＧＴ) 干

预治疗是一级预防的关键ꎬ 生活方式干预可

在高危人群中使糖尿病发病率降低 ３０％ －
５０％ꎮ 在此之后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３]、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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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生活方式干预组比较对照组血压的 Ｍｅｔａ分析

大利亚糖尿病、 肥胖和生活方式研究[４]、 新

西兰 ＳＬＩＭ 研究[２]、 芬兰 ＧＯＡＬ 研究[６] 等分

别指出了生活方式干预对于糖代谢异常者的

有利的防治效果ꎮ
本系统研究的是通过生活方式 (主要是

饮食和锻炼) 对于糖尿病前期患者预防糖尿

病发生的有效性、 安全性的评价ꎻ 并对糖尿

病的高危因素如体重、 体质指数、 腰围及血

糖、 血压的受到干预的影响结果进行合并分

析ꎮ 通过对符合条件的数据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 干预组糖尿病的发生率较对照组

有 所 减 小ꎬ 这 与 Ｋａｚｕｅ Ｙａｍａｏｋｅ、 靳 英

辉[２７ꎬ３４]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ꎮ 另一方面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试验组患者的糖化血红蛋

白、 空腹血糖及餐后 ２ｈ 血糖显著下降ꎬ 与

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８－３２ꎬ３４]ꎮ 在体重、
ＩＢＭ、 腰围的身体测量值方面ꎬ 生活方式的

干 预 组 有 明 显 减 少ꎬ 虽 然 个 别 对 照

组[１０ꎬ１４ꎬ１６ꎬ２５ꎬ２６] 的测量值 (如 ＩＢＭ) 也有减

少ꎬ 但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对照组中部分研究

对象对糖尿病危害的重视ꎬ 自主改变了原有

的生活方式导致的结果ꎬ 且综合分析后试验

组减少的幅度则更为明显ꎻ 其次ꎬ 由表 １ 纳

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还可以观察出欧美国家纳

入的研究对象 ＢＭＩ 在 ３０ ｋｇ / ㎡左右ꎬ 而亚洲

国家纳入的研究对象 ＢＭＩ 在 ２５ ｋｇ / ㎡左右ꎬ
上述指标的减少程度在欧美国家表现的更为

突出ꎮ 对于血压的变化干预组较对照组是有

明显的降低的ꎬ 虽然 Ｄｕｋｅ[３３] 等的 Ｍｅｔａ 分析

显示结果是血压无明显改变ꎬ 且不能排除有

发表偏倚的存在ꎬ 但是通过 ＧＲＡＤＥ 系统的

证据质量评价可以得出血压的证据质量为

“高级”ꎬ 推荐等级是强的ꎮ 通过研究结果得

出生活方式的干预可以降低或是延迟糖尿病

前期人群进一步发展为糖尿病的风险ꎬ 并且

在减轻体重、 腰围、 ＢＭＩ、 血糖、 血压方面

获益ꎮ
在研究结果中ꎬ 糖尿病发病率在两组比

较中 Ｉ２ 为 ３２％ꎬ 异质性小于 ５０％ꎮ 体重、 腰

围、 体质指数 Ｉ２ 均在 ９５％以上ꎬ 考虑其异质

性可能源于欧美与亚洲人群的差异ꎮ 同时在

关键指标中空腹静脉血糖、 餐后 ２ｈ 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中也存在高异质性ꎬ 虽然尝试

了依次排除纳入研究ꎬ 但都不能明显降低 Ｉ２

值ꎬ 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血糖测量方法众

多ꎬ 如葡萄糖氧化酶法、 邻甲苯胺法、 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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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法等ꎬ 测量方法的不统一可能是造成

此项产生异质性ꎮ 在血压异质性检测中ꎬ 舒

张压的 Ｉ２ 为 ４７％ꎬ 小于 ５０％ꎻ 收缩压的 Ｉ２

为 ７８％ꎬ 但 在 去 除 了 ( ＴｕｏｍｉｌｅｈｔｏＪ２００１ )
后ꎬ Ｉ２ 减少到 ３２％ꎬ 合并分析结果: ＷＭＤ＝
－９ ４２ (－１１ ３８ꎬ －７ ４７)ꎬ Ｚ 值为 ９ ４５ꎬ Ｐ<
０ ００００１ꎬ 与排除之前的统计结果一致ꎮ 况

且ꎬ 本研究评价的结果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与固定效应模型转换的方法进行明感性分

析ꎬ 对于不同模型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进行比

较ꎬ 得出糖尿病发生率、 空腹静脉血糖、 餐

后 ２ｈ 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体重、 腰围、
体质指数、 血压结果稳健可信ꎮ

综上所述ꎬ 本系统评价纳入研究来自欧

美及亚洲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ꎬ 其 Ｍｅｔａ 分

析结果对于我国糖尿病前期人群具有参考价

值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虽然纳入的文献中对

于副反应如低血糖ꎬ 心血管突发事件的报道

都未做详细报道ꎬ 但并非任何一种生活干预

方式对身体都是有利而无害的ꎮ 适当的运动

及饮食对于防止糖尿病、 改善生活质量具有

积极作用而不适当的干预方法却只会适得其

反ꎮ 例如: 对于糖尿病前期患者来说不当的

身体锻炼ꎬ 可能带来以下几种副作用: ①血

压波动　 表现为运动时血压升高ꎬ 运动后又

出现体位性低血压ꎮ ②血糖波动　 如低血糖

症ꎬ 往往在运动量过大又没有及时加餐时发

生ꎻ 有时还可能引起应激性血糖升高ꎮ ③导

致心脑血管意外 　 由于运动加重心脏负担ꎬ
可能至心脏缺血加重ꎬ 引起心功能不全或心

律紊乱ꎬ 甚至诱发心绞痛、 心肌梗死ꎮ ④加

重运动器官病变　 如引发或加重退行性关节

病及下肢溃疡等ꎮ 在饮食方面如通过绝食减

肥进行干预ꎬ 可能会发生酮症ꎬ 还可引发手

抖和冒冷汗等低血糖反应、 营养不良、 厌食

症ꎬ 且在极端饥饿状态下补充营养会出现

“过度喂养综合征” 诱发脂肪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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