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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清蛋白预进餐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
餐后血糖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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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观察分析乳清蛋白预进餐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的影响ꎮ 方法: 选取 １００ 例 ２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ꎬ 其中干预组 ５０ 例给予乳清蛋白预进餐及饮食控制指导ꎬ 对照组仅

给予饮食控制指导ꎬ 观察比较两组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ꎮ 结果: 两组患者饮食控制后空腹血糖

(ＦＢＧ) 和餐后 ２ 小时血糖 (２ｈＰＧ) 水平有明显下降 (Ｐ<０ ０１)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给予乳清蛋白预进餐

的干预组餐后血糖控制优于仅给予饮食控制指的对照组 (Ｐ<０ ０５)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２ 型糖尿病

患者饮食控制能够有效的控制患者血糖ꎬ 乳清蛋白预进餐可辅助控制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ꎮ
关键词　 乳清蛋白ꎻ 糖尿病ꎻ 血糖ꎻ 预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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