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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ꎮ 结论: 益生菌具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糖尿病大鼠血糖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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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对健康有严重危害的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ꎬ 有 １ 型和 ２ 型之分ꎬ 其中 ２

型约占 ９０％ꎮ 糖尿病可以引发心血管疾病、
末梢循环障碍、 肾病甚至失明以及截肢多种

餐后 ２ｈ 血糖值≥１１.０ｍｍｏｌ / Ｌꎮ

２. 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实验研究ꎮ

３. 至少有糖尿病模型组和益生菌 干 预

组ꎬ 且结局指标有明确的血糖值ꎮ

４. 干预措施: 益生菌干预组用基础饲料

并发症ꎬ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ꎬ 并造成
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

[１ꎬ２]

ꎮ 一 旦 被 确 诊ꎬ 患

者需终身 控 制 饮 食、 服 用 降 糖 药 进 行 血 糖

喂养同时灌胃益生菌制剂ꎬ 糖尿病模型组作
为对照组不用益生菌干预ꎮ
１.２.２ 排除标准

控制ꎬ 且降糖 药 价 格 较 高ꎬ 同 时 会 引 起 不

１. 文献中用血糖变化曲线来表明降血糖

良反应ꎮ 因此ꎬ 需 要 研 发 新 的 调 节 血 糖 的
制剂来辅 助 降 低 患 者 的 血 糖ꎬ 提 高 患 者 的

作用ꎬ 未提及具体的血糖值ꎮ

２. 研究对象是小鼠或者其他动物ꎮ

生活质量ꎮ
近年来ꎬ 益生菌在改善糖尿病大鼠的血
糖值和胰岛素抵抗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ꎬ
据统计ꎬ 全球益生菌食品、 膳食补充剂及益
生菌原料的市场规模以每年 １５％ － ２０％ 的速

１.３

３. 人体临床干预实验ꎮ

文献筛选

由 ２ 位研究员按照上述检索策略单独进

度增 长ꎬ 其 中 我 国 的 增 长 率 高 达 ２５％ 左

行文献 的 检 索ꎬ 并 对 检 索 到 的 文 献 进 行 初

２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研究热点 [４] ꎮ 因此ꎬ

行复筛ꎻ 当 研 究 员 意 见 不 一 时 进 行 协 商 解

右 [３] ꎬ 益生菌的应用已逐渐成为预防和控制
通过对益生菌改善糖尿病大鼠状况的研究进
行系统评价来增加证据的可信度ꎬ 为糖尿病

筛ꎻ 对初筛后的文献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进
决ꎬ 必要时提交第 ３ 方进行裁定ꎮ

１.４

数据提取和文献质量评价

由 ２ 位研究员独立对纳入文献进行数据

的治疗提供科学依据ꎮ

提取ꎬ 提 取 的 内 容 有: 第 一 作 者、 发 表 年

１

方法和资料

１.１

文献检索
检索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ｕｂＭｅ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ꎬ 检索时间均从建

库到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ꎮ 中 文 检 索 词 有 糖 尿 病、

份ꎬ 实 验 所 用 大 鼠 的 品 种ꎬ 糖 尿 病 造 模 方
法ꎬ 干预措施及实验周期ꎮ 提取完成后要对
信息进行逐一核对ꎬ 意见不一时进行协商或
提交第 ３ 方进行裁定ꎮ 文献质量评价按 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５.０.１ 手册 [５] 进行ꎬ 其内容包括: 随机

分配方法、 分配隐藏方案、 是否采用盲法、
结果数据的完整性、 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和

血糖、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代 谢 综 合 征、 益 生

其他偏倚来源ꎮ

菌、 乳酸菌、 乳杆菌、 双歧杆菌ꎻ 英文检索

１.５

词有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２ＤＭ、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ＦＢＧ、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ｇｌｙｃ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ｐｒｏ￣
ｂｉｏｔｉｃ、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Ｌ. 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 Ｌ. ｆｅｒｍｅｎ￣

ｔｕｍ、 ｂｌｏｏｄ ｓｕｇａｒꎮ 同时追踪纳入文献的参考
文献ꎮ

１.２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 研究对象是大鼠ꎬ 经诱导造模达到糖

尿病的诊断标准ꎬ 空腹血糖值≥７.０ｍｍｏｌ / Ｌꎬ

统计分析
利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 ２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ꎮ

结局 指 标 为 血 糖 值ꎬ 采 用 标 准 化 均 数 差
( ＳＭＤ) 为合并效应量ꎬ 区间估计采用 ９５％

ＣＩꎮ 若研究的同质性好 ( Ｐ> ０.１ꎬ Ｉ ２ < ５０％) ꎬ

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ꎻ 若研究有异质性 ( Ｐ<
０.１ꎬ Ｉ ２ >５０％) ꎬ 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ꎬ 考虑

异质性来源于某文献剔除后进行分析或进行
敏感性分析ꎮ
５９

２

结

２.１

筛选流程和结果见图 １ꎮ

果

２.２

文献筛选结果
通过计 算 机 检 索 共 获 得 文 献 ２０１３ 篇ꎬ

图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 １ꎮ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表１

６０

文献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大鼠品种

造模方法

干预周期

王大海 [６]
２００８

ＳＤ

ＳＴＺ
(２５ｍｇ / ｋｇ)

何秋雯 [７]
２０１２

ＳＤ

徐宗凯 [８]
２０１４

干预措施
益生菌组

对照组

６周

乳酸杆菌
５００μｇ / ( ｋｇｄ)

生理盐水

ＳＴＺ
(４０ｍｇ / ｋｇ)

１０ 周

干酪乳杆菌
４×１０ ９ ＣＦＵ / ｄ

生理盐水

ＳＤ

ＳＴＺ
(２０ｍｇ / ｋｇ)

２周

双歧杆菌
２.５×１０ ９ ＣＦＵ / ( ｋｇｄ)

生理盐水

Ｙａｄａｖ [９]
２００６

Ｗｉｓｔｅｒ

果糖
(２１０ｇ / ｋｇ)

６周

乳酸乳球菌
９×１０ ９ ＣＦＵ / ( ｋｇｄ)

无处理

Ａｌ－Ｓａｌａｍｉ [１０]
２００８

Ｗｉｓｔｅｒ

Ａｌｌｏｘａｎ
(３０ｍｇ / ｋｇ)

３天

Ｒｏｓｅｌｉｎｏ [１１]
２０１２

Ｗｉｓｔｅｒ

ＳＴＺ
(５０ｍｇ / ｋｇ)

７周

瑞士乳杆菌
１×１０ ９ ＣＦＵ / ( ｋｇｄ)

未发酵的雪莲果

Ｃ. Ｈ. Ｌｉｎ [１２]
２０１４

ＳＤ

ＳＴＺ
(５０ｍｇ / ｋｇ)

３０ 天

Ｌ. ｒｅｕｔｅｒｉ ＧＭＮ－３２
１×１０ ９ ＣＦＵ / ｄ

无处理

Ｍａｎａ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５

Ｗｉｓｔｅｒ

ＳＴＺ
(３０ｍｇ / ｋｇ)

４周

乳酸菌＋乳杆菌
６.９７×１０ ９ ＋２.２×１０ ７ ＣＦＵ / ( ｋｇｄ)

牛奶

复合益生菌
１.５×１０ １０ ＣＦＵ / ( ｋｇｄ)

无处理

文 献 质 量 评 价 结 果 见 图 ２ꎬ 何 秋 雯

２０１２、 Ｃ. Ｈ. Ｌｉｎ２０１４ 未用随机分组ꎬ 徐宗凯
２０１４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ꎬ 其余均为具体

采用分配隐藏和盲法实验ꎻ 所有研究不清楚
是否选择性发表ꎬ 结局数据完整ꎬ 其他偏移
均认为没有ꎮ

说明随机分组方法ꎻ 所有研究均未提示是否

图２

２.３

文献偏移风险评估图

益生菌对糖尿病大鼠血糖的影响结果
对纳入 文 献 进 行 数 据 采 集ꎬ 用 于 Ｒｅｖ￣
表２

Ｍａｎ５.２ 的数据见表 ２ꎮ

纳入研究原始数据
血糖值 ( χ ±Ｓ)

实验动物数
纳入研究

２.４

对照组 / 益生菌组

对照组

益生菌组

王大海 ２００８

１０ / １０

１６.２３±２.３３

８.１３±１.３６

何秋雯 ２０１２

１０ / １０

１４.９８±０.９４

１４.４０±０.９０

徐宗凯 ２０１４

１２ / １２

１９.１２±１.５２

１２.２１±１.３８

Ｙａｄａｖ２００６

６/ ６

１０.５６±２.１２

７.７５±１.０１

Ａｌ－Ｓａｌａｍｉ２００８

１０ / １０

２３.８±３

１２.６±４

Ｒｏｓｅｌｉｎｏ２０１２

１０ / １０

２９.９２±０.７８

３０.８０±０.７１

Ｃ. Ｈ. Ｌｉｎ２０１４

６/ ６

２４.８２±１.８６

１６.８９±２.４１

Ｍａｎａｅｒ２０１５

１１ / １１

２６.７±６.０

１８.３±７.０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由图 ３ 可见ꎬ 各研究之间有异质性 (Ｉ２ ＝

８９％)ꎬ 采用随机化效应模型ꎮ 益生菌对血糖
的总体效应为 [ ＳＭＤ － ２.０７ꎬ ９５％ ＣＩ ( － ３.４０ꎬ
－ ０.７４) ]ꎬ Ｐ ＝ ０.００２ 有统计学意义ꎬ 提示在

现有的研究上ꎬ 益生菌对糖尿病大鼠有一定
的降血糖作用ꎮ

敏感性 分 析ꎬ 采 用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进 行

Ｍｅｔａ 分析 ( 见图 ４) ꎬ 两方法结果基本一致ꎬ
提示结果稳定ꎮ

异质性较大进行分组分析ꎬ 根据造模方
式、 实验大鼠品系、 干预益生菌为乳酸菌、
实验动物数 １０ 只以上进行分组ꎬ Ｍｅｔａ 分析
结果见表 ３ꎮ

６１

图３

血糖变化的 Ｍｅｔａ 分析 ( 随机效应模型)

图４

血糖变化的 Ｍｅｔａ 分析 ( 固定效应模型)
表３

分组后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分组方式

总效应值

异质性检验

造模方法( ＳＴＺ)

ＳＭＤ－２.０１ꎬ９５％ＣＩ( －３.６９ꎬ－０.３４) ꎬＰ ＝ ０.０２

Ｉ ２ ＝ ９１％

动物品种( ＳＤ)

ＳＭＤ－３.１０ꎬ９５％ＣＩ( －５.３０ꎬ－０.８９) ꎬＰ ＝ ０.００６

Ｉ ２ ＝ ８９％

动物品种( Ｗｉｓｔｅｒ)

ＳＭＤ－１.１３ꎬ９５％ＣＩ( －２.８５ꎬ－０.５８) ꎬＰ ＝ ０.２０

Ｉ ２ ＝ ８９％

益生菌( 乳酸菌)

ＳＭＤ－１.４８ꎬ９５％ＣＩ( －２.８４ꎬ－０.１２) ꎬＰ ＝ ０.０３

Ｉ ２ ＝ ８７％

实验样本量(１０ 只以上)

ＳＭＤ－１.９７ꎬ９５％ＣＩ( －３.６１ꎬ－０.３４) ꎬＰ ＝ ０.０２

Ｉ ２ ＝ ９２％

尽管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益生菌对糖尿病
大鼠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ꎬ 但纳入研究的异

寄希望通过严格规范实验动物的流程ꎬ

质性较大ꎮ 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ꎬ 纳

统一实验方法和实验用品ꎬ 增加实验动物的

入文献的质量不高ꎬ 大部分文献均未提及随

样本量ꎬ 严格进行实验质量控制ꎬ 提高文献

机分组的具体方法ꎬ 也未设计分配隐藏和盲
法ꎻ 第二ꎬ 干预措施所采用的益生菌不同ꎬ
益生菌的剂量和干预周期不同ꎻ 第三ꎬ 所用
６２

剂量不统一ꎻ 第五ꎬ 纳入研究的样本量太少ꎮ

实验大鼠品种有别ꎻ 第四ꎬ 造模所用方法和

质量ꎬ 进而增加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的可信度ꎮ

２.５

偏移性分析

漏斗图 两 侧 分 布 基 本 对 称 ( 见 图 ５ ) ꎬ

提示所纳入的研究不存在发表偏移ꎮ

图５

益生菌降血糖作用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偏移分析漏斗图

所纳入研究中仅徐宗凯 ２０１４ 采用随机数

善炎症状态ꎬ 起到预防糖尿病和降低糖尿病

未用随机分组ꎬ 其余研究未提及随机化的方

明ꎬ 益生菌可以降低血清中 ＨｂＡ１ｃ 和内毒素

字表法分组ꎬ 且何秋雯 ２０１２、 Ｃ. Ｈ. Ｌｉｎ２０１４

法ꎬ 可能会导致混杂偏移ꎮ 所有的研究均未

患者血糖的作用 [１５ꎬ１６ꎬ１７] ꎮ 陈佩等的研究也表
的含量ꎬ 升高胰岛素和肝糖原水平ꎬ 降低促

说明是否实施分配隐藏、 是否采用盲法ꎬ 可

炎因子和血脂水平ꎬ 显著改善小鼠的氧化指

能导致实施偏移ꎮ 由于结局指标为血糖值ꎬ

标、 胰岛细胞受损状态ꎬ 显著降低糖尿病小

是由仪器直接测量ꎬ 因此所造成的测量偏移
会相对降低ꎮ 所有研究均不清楚是否有选择
性报道研究结果ꎬ 可能会有选择偏移ꎮ 文献
检索不全面ꎬ 筛选不合格导致的文献选择偏
移可能是对结果偏移影响最大的因素ꎮ

３

讨

鼠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 [１８] ꎮ 目前关于益生
菌降血 糖 作 用 的 其 他 研 究 结 果 大 多 是 一 致
的 [１９ꎬ２０] ꎮ

４

结

论

本文研究证实益生菌对 ２ 型糖尿病大鼠

论

有降血糖作用ꎬ 其他的动物实验也支持这一

本研究表明益生菌有降低糖尿病大鼠血

结论ꎮ 因此可以利用益生菌发酵酸奶或者用

糖的功能ꎬ 这种功能的作用机制主要有改善

作发酵剂发酵食物ꎬ 作为糖尿病患者的膳食

肠道菌群、 降低胆固醇水平、 改善肠道屏障

补充ꎬ 或者制成益生菌制剂ꎬ 与降糖药联用

功能和调节免疫炎症反应等ꎮ

来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ꎬ 提高糖尿病患者

随着研究的进展表明炎症和 ２ 型糖尿病

的关系密切相关ꎬ 炎症可以导致胰岛 β 细胞
结构和功能受损ꎬ 促进 β 细胞凋亡ꎬ 引起胰

的生活质量ꎬ 但是仍需针对确定适宜的益生
菌菌株、 推荐剂量和安全性等问题做进一步
的糖尿病患者干预实验ꎮ

岛素分泌不足ꎬ 另外还能够引起内皮细胞结
构和功能异常ꎬ 导致胰岛素在人体组织细胞
中出现转运障碍ꎬ 不能发挥正常作用ꎬ 引起
胰岛素抵抗

[１４]

ꎮ 益生菌的摄入可以改善肠

道菌群ꎬ 降低肠道通透性ꎬ 从而降低血液中
ＬＰＳ 的水平ꎬ 进而减少促炎因子的释放ꎬ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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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谷物摄入量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的 Ｍｅｔ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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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综合各地区相似类型的研究ꎬ 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ꎬ 综合评价全谷物的摄入与

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的关系ꎮ 方法: 通过系统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ꎬ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数据库中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
发病风险的研究ꎬ 检索时限限定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日前ꎬ 在筛选文献ꎬ 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
后ꎬ 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结果: 共纳入 ８ 项队列研究ꎬ 结直肠癌患者 ９１６９ 例ꎮ Ｍｅｔａ 分析的结果如下: 相比摄入
低剂量的全谷物ꎬ 摄入高剂量的全谷物结肠癌发病的相对风险比 ＲＲ ＝ ０. ９２ ( ９５％ 置信区间 ( ＣＩ) : ０. ８８ －

０.９６) ꎬ 亚组分析中ꎬ 男性摄入全谷物其结直肠癌发生的相对风险比 ＲＲ ＝ ０.７９ (９５％ＣＩ: ０.６９－０.９１) ꎬ 女性摄

入全谷物其结直肠癌发生的相对风险比 ＲＲ ＝ ０.８８ (９５％ＣＩ: ０.７８－０.９９) ꎬ 且男女亚组之间无异质性ꎬ 亚组分
析后显示ꎬ 相比摄入低剂量的全谷物ꎬ 摄入高剂量的全谷物可以降低结肠癌的发病风险ꎮ 结论: 全谷物的摄
入可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ꎮ
关键词: 全谷物ꎻ 结直肠癌ꎻ Ｍｅｔ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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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结直肠癌是全球第 ３ 大常见癌症和第 ４

大癌症死亡原因 [１] ꎮ 统计资料显示ꎬ ２０１２ 年
结直肠癌新发病例约 １４０ 万ꎬ 死亡病例近 ７０
万

[２]

１.１

资料与方法
文献来源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ꎬ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结直肠

ꎬ 近年来ꎬ 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呈现

癌 主 题 词 为 “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全谷物是指完整、 碾成粉状、 碎块状或

ｒｅａｌｓ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ｃｅｒｅａｌꎬ ｇｒａｉｎ ｇｒａｉｎｓꎬ ｗｈｏｌｅ

逐年上升趋势

[３]

ꎮ

压成片状的谷物颖果ꎬ 其胚乳、 胚芽和糠麸

的比例与在完整颖果中的比例基本相同 [４] ꎮ
我国常见的全谷物包括燕麦ꎬ 小麦ꎬ 糙米ꎬ
黑麦ꎬ 大麦ꎬ 小米ꎬ 玉米等

[５]

ꎮ 除膳食纤维

外ꎬ 全谷物还含有的多种植物化学物质在机
体功能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６] ꎮ

已有研究证据表明ꎬ 不良的饮食习惯是

引起消化道肿瘤的主要危险因素 [７] ꎮ 一项汇
总了 １９６６ 年—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所有前瞻性队列

研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 摄入红肉和肉制品ꎬ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等” ꎬ 全谷物主题词为 “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ｅ￣

ｇｒａｉｎꎬ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ａｉｎｓ ｒｉｃｅꎬ ｂｒｅａｄ” ꎬ 语 种 为 英

语ꎬ 以上 检 索 时 间 限 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之 前ꎬ
为防止漏检ꎬ 同时检出检索到的文献中列出
的参考文献ꎮ

１.２

文献纳入排除标准与质量评分
文献纳入标准是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四个

条件: ①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结直肠癌发

生风险的队列研究ꎻ ②暴露因素为全谷物ꎬ
且至少提供全谷物摄入量 ( 高摄入量ꎬ 低摄

可使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增加ꎬ 在男性中相

入量) 的相对危险度 (ＲＲ) 及其 ９５％的置信

研究表明ꎬ 膳食纤维的摄入与结直肠癌的发

排除标 准ꎬ ① 文 献 提 及 了 全 谷 物 与 结

关性更为显著 [８] ꎮ 一项欧洲的大型流行病学
病呈负相关 [９] ꎬ Ｂｉｎｇｈａｍ 等对５１９ ９７８例研究
对象进行 ６ 年的随访ꎬ 共发生１ ０６５ 例结肠

癌ꎬ 通过对饮食结构进行分析后ꎬ 发现膳食
纤维的摄入量与结肠肿瘤的发生率呈负相关ꎬ
每天摄入 ３５ｇ 以上的纤维素ꎬ 可使结肠癌的

区间 (ＣＩ)ꎻ ③研究的队列必须是成年人群ꎮ

直肠癌发 病 风 险 的 关 系ꎬ 但 不 能 提 取 到 全
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关系的相关数值ꎻ
②特 殊 人 群ꎻ ③ 动 物 实 验、 摘 要、 综 述、
重复发表 的 文 献、 原 始 数 据 不 全 且 不 能 获
取原始数据ꎮ

发生率降低 ４０％ [１０] ꎮ 多个欧美医学中心进行

１.３

了结直肠癌筛查试验ꎬ 他们通过对３３ ９７１例

无结直肠息肉者和３ ５９１例远端结肠或直肠腺

排除标准的文献ꎬ 对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文

瘤样息肉者的研究发现ꎬ 来源于谷类的纤维

献ꎬ 进行全文阅读ꎬ 以确定是否符合纳入排

素可降低发生远端结肠腺瘤的危险性 [１１] ꎮ

除标准ꎮ 如有分歧ꎬ 经过讨论或经第三方判

为了进一步探究全谷物的摄入量与结直

断ꎮ 文 献 数 据 提 取 的 内 容 包 括: 研 究 的 题

肠癌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ꎬ 为全谷物功能的

目、 第一作者、 发表的年份、 队列研究的时

研究提供参考ꎬ 收集有关全谷物摄入与结直

间、 研究质量评价的关键要素、 纳入研究对

文献的筛选和数据提取
独立阅读所获取文献ꎬ 排除不符合纳入

肠癌发 病 风 险 的 流 行 病 学 资 料ꎬ 进 行 Ｍｅｔａ

象的基本情况ꎬ 包括地区、 谷物类型、 风险

来评价文献的发表偏倚ꎬ 运用敏感性分析来

整因素ꎬ 如年龄、 身高、 膳食、 结直肠癌家

分析研究ꎬ 同时ꎬ 在分析过程中运用漏斗图
评价文献的异质性来源ꎮ

６６

１

比及 ９５％ＣＩ、 偏倚风险评价的相关指标ꎮ 调
族史、 性别、 维生素摄入等因素ꎮ

１.４

则表明研究间有异质性ꎬ 先试用性别进行亚

质量评价
纳入的队列研究的文献使用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Ｏｔｔａｗａ ｓｃａｌｅ ( ＮＯＳ) [１２] 量表评分系统进行质
量评价ꎬ 最高分为 ９ 分ꎬ ≥７ 分为高质量文
献ꎬ 并将各文献的质量评分进行汇总ꎮ

１.５

组分析ꎬ 再试用年龄进行亚组分析ꎬ 再试用
随访时间进行亚组分析ꎬ 若仍有异质性ꎬ 则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１.６

敏感性分析及发表偏倚

通过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统计学处理
利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采

的汇总指标有无差别ꎬ 及通过逐个剔除单个

效应量均提供 ９５％ＣＩꎬ 纳入研究文献间的异
质性采用 χ２ 分析 (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１)ꎬ 同时

感性分析ꎬ 最后用漏斗图评估是否存在发表

用相对危险度 (ＲＲ) 为效应分析统计量ꎬ 各
结合 Ｉ２ 量判断异质性大小ꎮ Ｉ２ <５０％ꎬ Ｐ>０.０５
则表示研究间无异质性ꎬ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资料的合并分析ꎬ 若 Ｉ ２ >５０％ꎬ Ｐ<０.０５ꎬ

研究ꎬ 判断其对总体分析结果的影响进行敏
偏倚ꎮ

２
２.１

结

果

文献检索结果

∗所检出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目具体如下 ＰｕｂＭｅｄ (５５３) ꎬ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４６７)

图１

２.２

文献的筛选流程及结果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通过制定的检索策略在各数据库中检索

文献ꎬ 有 ８ 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ꎮ 纳入的文
献均为队列研究ꎬ 共 ９１６９ 例研究对象ꎬ 这
些研究的调整因素包括性别ꎬ 年龄ꎬ ＢＭＩ 或
身高与体重ꎬ 膳食因素ꎬ 教育水平ꎬ 结直肠

癌家族史ꎬ 激素疗法ꎬ 阿司匹林或非甾体类
抗炎药用药史ꎬ 多种维生素摄人等ꎬ 文献采

用 ＮＯＳ 评分ꎬ 结果均为高质量文献ꎬ 纳入的
全谷物食品主要为全谷物面包等常见食品ꎬ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见表 １ꎮ

６７

表１
姓名

年份

国家

研究设
计类型

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的前瞻性研究

研究时间

样本数性别
病例数

暴露

ＲＲ
(９５％) ＣＩ

文献
质量
评分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男 ６２ ６０９ 人 女
７０５５４ 人ꎬ 年 龄
５０－７４ꎬ２９８ 男病
例 ２１０ 女病例

食物频率问
卷ꎬ６８ 条目

全谷物

男 ０.６９(０.４７－１.０３)
女 ０.９１(０.５６－１.４８)

７

Ｗｕ [１４] ２００４ ＵＳＡ

队列
研究

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男 ５１１２９ 人ꎬ 年
龄 Ｑ１( ５１.５) Ｑ２
( ５４. ３ ) Ｑ３ ( ５５.
７)５６１ 病例

食物频率问
卷ꎬ１３１ 条目

全谷物

０.８４(０.６４－１.１０)

７

Ｌａｒｓｓｏｎ [１５]
２００５ Ｓｗｅｄｉｓｈ

队列
研究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

女 ６１４３３ 人ꎬ年龄
４０－７６ꎬ８０５ 病例

食物频率问
卷ꎬ６７ 条目

全谷物

０.８０(０.６０－１.０６)

７

Ｓｃｈａｔｚｋｉｎ [１６]
２００７ ＵＳＡ

队列
研究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ＡＡＲＰ 成员 ５６７１６９
人 年 龄 ５０ － ７１ꎬ
２９７４ 病例

食物频率问
卷ꎬ１２４ 条目

全谷物

０.９９(０.８５－１.１５)

８

Ｅｇｅｂｅｒｇ [１７] ２０１０
Ｄｅｎｍａｒｋ

队列
研究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１６０７２５ 人ꎬ 年 龄
５０－６４ꎬ４１３ 男性
病 例ꎬ ３３１ 女 性
病例

食物频率问
卷ꎬ１９２ 条目

全谷物

男 ０.６１(０.４３－０.８６)
女 ０.９２(０.６３－１.３５)

７

食物频率问
卷ꎬ１１６ 条目

全谷物

男 ０.８８(０.７１－１.０９)
女 ０.８９(０.７７－１.０１)

８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１３]
２００３ ＵＳＡ

队列
研究

Ｆｕｎｇ [１８] ２０１０ ＵＳＡ

队列
研究

１９８０－２００６

女 ８７ ２５６ 人ꎬ 男
４５ ４９０ 人ꎬ 男 年
龄 ３０ － ５５ꎬ 女 年
龄 ４０ － ７５ꎬ 女 病
例 １４３２ 例ꎬ男病
例 １０３２ 例

Ｋｙｒｏ [１９] ２０１３
Ｎｏｒｗａｙꎬ
Ｄｅｎｍａｒｋꎬ
Ｓｗｅｄｅｎ

队列
研究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１０ ８００ 人ꎬ 年 龄
３０－６４ꎬ１１２３ 病例

食物频率
问卷

全谷物

０.９４(０.８９－０.９９)

７

Ｂａｋｋｅｎ [２０]
２０１６ Ｎｏｒｗａｙ

队列
研究

１９９１－２００６

女 ７８ ２５４ 人ꎬ 中
位 年 龄 ５５ꎬ ７９５
女病例

食物频率
问卷

全谷物

０.８５(０.６６－１.０９)

７

２.３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３.１ 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关系

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Ｍｅｔａ 分析综合后ꎬ 摄入高剂量的全谷物

与摄入低剂量的全谷物相比ꎬ 其发生结直肠
癌的相对风险比 ＲＲ ＝ ０.９２ꎬ (９５％ ＣＩ: ０.８８ －
６８

膳食评估

０.９６) ( 图 ２) ꎬ 文献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异质
性 ( Ｉ ２ ＝ ３５％ꎬ Ｐ ＝ ０.１) ꎬ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ꎬ Ｍｅｔａ 分析合并 ＲＲ 值显示ꎬ 相比
摄入低剂量的全谷物ꎬ 摄入高剂量的全谷物
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ꎮ

图２

全谷物摄入与结肠癌发病关系的森林图

２.３.２ 不同性别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

发病风险的亚组分析

做亚组分析发现 ( 图 ３) ꎬ 在调整混杂

因素相同的亚组中ꎬ 各组同质性均较好 ( 同

质性检验 Ｐ > ０. ０５) ꎮ 男性的亚组分析显示ꎬ

与全谷物低摄入组相比ꎬ 全谷物高摄入组结
直肠癌发病的相对风险比 ＲＲ ＝ ０.７９ (９５％ＣＩ:

０.６９－０.９１) (图 ３)ꎬ 同质性检验 Ｐ ＝ ０.２９ꎬ Ｉ２
＝ ２０％ꎬ 提示男性亚组内同质性较好ꎮ 女性的
亚组分析显示 ( 图 ３) ꎬ 与全谷物低摄入组

图３

相比ꎬ 全谷物高摄入组结直肠癌发病的相对
风险比 ＲＲ ＝ ０.８８ ( ９５％ ＣＩ: ０.７８ － ０.９９) ꎬ 同
质性检验 Ｐ ＝ ０.９２ꎬ Ｉ ２ ＝ ０％ꎮ 亚组分析的结
果显示ꎬ 男性和女性亚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
异质性ꎬ 同质性检验 Ｐ ＝ ０. ６０ꎬ Ｉ ２ ＝ ０％ꎬ 亚
组分析后总 ＲＲ ＝ ０.８４ ( ９５％ ＣＩ: ０.７７ － ０.９２)

显示ꎬ 相比摄入低剂量的全谷物ꎬ 摄入高剂
量的全谷物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ꎮ
在不同亚组内ꎬ 摄入高剂量的全谷物均可降
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ꎮ

不同性别全谷物摄入与结肠癌发病风险亚组分析的森林图
６９

２.３.３ 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

发病风险及各亚组内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

纳入的 ８ 篇文献中ꎬ 剔除其中的任何一

全谷物摄入量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的漏斗图

的敏感性分析

篇文献ꎬ 其异质性变化较小ꎬ 异质性检验 Ｉ

２

<５０％ꎬ 结果变化不大ꎬ 敏感性低ꎬ 其得出

的结论稳健可靠ꎮ 全谷物摄入量与结直肠癌

图４

发病风险结果的发表偏倚通过漏斗图检验ꎬ
( 见图 ４) ꎬ 提示发表偏倚不显著ꎮ 不同性别
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亚组分析的
漏斗图 ( 见图 ５) ꎬ 提示发表偏倚不明显ꎮ

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关系的漏斗图

图 ５ 不同性别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亚组分析的漏斗图
７０

３

讨

论

为了探索全谷物摄入与结直肠癌发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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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姜和黑豆蔻体外抗氧化及降血糖功能的研究

王霄凯

张

凡

(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

要

李

姣

张晓峰 ∗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目的: 以干姜和黑豆蔻两种姜科植物的脱脂粉为原料ꎬ 制备醇提液ꎬ 测定两种醇提液中黄酮含

量ꎬ 并对两种醇提液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和代谢关键酶的抑制功能进行测定ꎮ 方法: 采用三氯化铝比色法测定两
种醇提液中总黄酮的含量ꎮ 测定两种醇提液对 ＤＰＰＨ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Ｆｅ３＋ 还原 / 抗氧化能力ꎬ 以及对 α－淀
粉酶和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活性ꎮ 结果: 干姜、 黑豆蔻醇提液中总黄酮含量分别为 ４.６６ｍｇ ＱＥ / ｇ ＤＷ 脱脂粉 、

９.２１ ｍｇ ＱＥ / ｇ ＤＷ 脱脂粉 ꎻ ＤＰＰＨ 的 ＩＣ５０ 值分别为 ７.６３ 和 １３.４８ μｍｏｌ ＴＥ / ｇ ＤＷ 脱脂粉 ꎻ ＦＲＡＰ 值分别为 ２１５ 和 ２８２
ｕｍｏｌ Ｆｅ２＋ / ｇ ＤＷ 脱脂粉 ꎻ 对 α－淀粉酶抑制活性的 ＩＣ５０ 值分别为 １２８.２ 和 ７８.８５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ꎻ 对 α－葡萄糖苷酶
抑制活性的 ＩＣ５０ 值分别为 ４３２.７５ 和 ２７５.７８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ꎮ 总结: 黑豆蔻的黄酮含量高于干姜ꎬ 并且两者的
醇提液都具有较好抗氧化和关键代谢酶的抑制作用ꎮ

关键词: 干姜ꎻ 黑豆蔻ꎻ 抗氧化ꎻ α－淀粉酶ꎻ α－葡萄糖苷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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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ｔｔ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ｒｉｅｄ ｇ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ｄａｍｏｍ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ｅｄ ｇ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ｄａｍｏｍ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
ｔｒ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ＰＰＨ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α － ａｍｙｌａｓｅ ａｎｄ α －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ｄｒｉｅｄ ｇ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ａｍｏｍ ｗａｓ ４. ６６ｍｇ ＱＥ / ｇ
Ｄｅ ｆｅａｔ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ｎｄ ９.２１ ｍｇ ＱＥ / ｇ Ｄｅ ｆｅａｔ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 Ｔｈｅ Ｉ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ＰＰＨ ｗｅｒｅ ７.６３ ａｎｄ １３.４８ ｕｍｏｌ ＴＥ / ｇ Ｄｅ ｆｅａｔ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 Ｔｈｅ
ＦＲＡＰ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２１５ ａｎｄ ２８２ ｕｍｏｌ Ｆｅ２＋ / ｇ ＤＷ. Ｔｈｅ Ｉ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α － ａｍｙｌａｓ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ｗｅｒｅ１２８.２ ａｎｄ ７８. ８５ ｍｇ ＤＷ ｄｅｆａｔｔ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 ｍＬ. Ｔｈｅ Ｉ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α －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ｗｅｒｅ

４３２.７５ ａｎｄ ２７５.７８ ｍｇ Ｄｅ ｆｅａｔ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 ｍＬ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ｄａｍｏｍ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ｄｒｉｅｄ ｇｉｎｇ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ｇｏｏ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ｒｉｅｄ ｇｉｎｇｅｒꎻ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ｄａｍｏｍꎻ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ꎻ α－ａｍｙｌａｓｅꎻ 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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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姜科属 于 单 子 叶 植 物ꎬ 全 世 界 约 有 ５０

糖等低聚糖的糖苷酶ꎮ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可竞争性抑制葡萄糖苷水解酶ꎬ 进而抑制多
糖的分解ꎬ 抑制碳水化合物在小肠上部的吸

属、 １０００ 种ꎬ 我 国 约 有 ２０ 属、 ２１６ 种 [１] ꎮ

收ꎬ 减缓餐 后 血 糖 的 升 高 [１３] ꎮ 因 此ꎬ 通 过

围内 被 广 泛 食 用 [２] ꎮ 姜 (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以有效降低血糖和血脂含量ꎮ

姜科植物大多数为药食两用植物ꎬ 在世界范

抑制 α － 淀粉酶和 α － 葡萄糖苷酶的作用ꎬ 可
目前对于黑豆蔻的生理功能研究较少ꎬ

Ｒｏｓｃ.) 是一种重要的香辛 调 味 料ꎬ 同 时 也

研究前景广泛ꎬ 而姜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

和姜辣素等属于多酚类化合物ꎬ 在食品、 调

的调味品ꎬ 对其进行生理功能的研究有重要

是中医常用的药材ꎮ 其主要有效成分如黄酮
味品、 保健品、 药品和化妆品等行业具有广
泛的应用 [３] 黑豆蔻 ( Ａｍｏｍ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Ｒｏｘ￣

ｂｕｒｇｈ) 生长在印度东北部的锡金邦以及邻
国尼泊尔和不丹 [４] ꎬ 黑豆蔻中含有多种活性
成分ꎬ 能 够 治 疗 消 化 不 良、 呕 吐、 直 肠 疾
病、 痢疾、 肝胃肠道疾病等多种疾病 [５] ꎮ

黄酮是一类具有 ２ －苯基色原酮结构的植

意义ꎮ 本实验通过研究干姜和黑豆蔻中黄酮
含量、 抗氧化活性、 对 α － 淀粉酶和 α － 葡萄
糖苷酶抑制活性进行研究ꎬ 探索两种植物的
药用价值和在糖尿病治疗方面的应用前景ꎮ

２
２.１

物次级代谢产物ꎬ 对植物的正常发育非常重
要 [６] ꎮ 黄酮 作 为 草 果 中 重 要 的 活 性 物 质 之
一ꎬ 具有抗氧化、 调节血糖血脂、 抗炎与神
经保护等功效 [７] ꎮ 黄酮类化合物也常作为药
效学指标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ꎬ 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８ꎬ９] ꎮ

氧化应激是由于自由基与抗氧化系统失

衡ꎬ 使得机体促氧化能力高于抗氧化能力造

成的ꎬ 与 人 体 多 种 慢 性 疾 病 密 切 相 关 [１０] ꎮ
抗氧化剂可以抑制活性氧物质的产生ꎬ 减少
ＤＮＡ 的氧化损伤ꎬ 降低脂质过氧化ꎬ 并改善
体内抗氧化防御体系ꎬ 对氧化应激引起的疾
病有显著作用ꎮ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抗氧化药
物往往容易带来一些副作用ꎬ 而天然植物中
含有的抗氧化活性成分因为具有无毒ꎬ 安全

性高等特点ꎬ 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１１] ꎮ
近年来ꎬ 对于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目

光逐渐聚焦在体内相关关键酶的抑制方面ꎮ
α －淀粉酶是一类可水解淀粉、 糖原等葡聚糖
分子中 α － １ꎬ ４ －糖苷键的水解酶ꎬ 主要存在

７４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试剂
干姜、 黑豆蔻、 槲皮素 ( 分析标准品ꎬ

≧９８.５％) 阿拉丁试剂公司ꎻ 二铵盐 (２ꎬ ２̓－
ａｚｉｎｏ －ｂｉｓ － ３ － ｅｔｈｙｌ － ｂｅｎｚｏｔｈ ｉａｚｏｌｉｎｅ － ６ － ｓｕｌｆ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ＡＢＴＳ)、 １ꎬ １ － 二苯基 － ２ － 三硝基苯肼
(１ꎬ １ －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 ２ － ｐｉｃｒ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ｙｌꎬ ＤＰＰＨ)、

２ꎬ ４ꎬ ６－三 (２ －吡啶基) 三嗪 (２ꎬ ４ꎬ ６ －ｔｒｉｓ
(２－ｐｙｒｉｄｙｌ) － ｓ － ｔｒｉａｚｉｎｅꎬ ＴＰＴＺ)ꎬ α － 葡萄糖
苷酶、 ４－硝基苯－α －Ｄ －吡喃葡萄糖苷 (４ －Ｎｉ￣
ｔｒｏｐｈｅｎｙｌ α － Ｄ － ｇｌｕｃｏｐｙ － ｒａｎｏｓｉｄｅꎬ ＰＮＰＧ)ꎬ 其
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ꎮ

２.２

仪器与设备
１０－２ＢＳ 电热鼓风干燥箱

天津市华北实

验仪器有限公司ꎻ 旋转蒸发仪

河南智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ꎻ 台式高速离心机 艾本德
中国有限公司ꎻ ＱＬ － ９０１ 涡旋混合器 海门市
其林 贝 尔 仪 器 制 造 有 限 公 司ꎻ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Ｍａｘ
Ｍ２ｅ 多功 能 微 孔 板 读 数 仪

美谷分子仪器

(上海) 有限公司ꎻ ＡＬ２０４ 电子分析天平
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梅

于消化系统中ꎬ 通过将食物中的淀粉水解成

２.３

小分子寡糖来促进机体对碳水化合物的消化
吸收 [１２] ꎮ α － 葡萄糖苷酶是一类主要分布于

法ꎬ 采用 改 进 的 Ｄｏｗｄ 方 法 测 定 总 黄 酮 含

小肠上皮绒毛膜刷状沿上ꎬ 可降解蔗糖、 乳

黄酮含量的测定

参照 Ａｒｖｏｕｅｔ￣Ｇ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４) 的 方

量 [１４] ꎮ 以槲皮素为标准品ꎬ 每克 样 品 干 粉

(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ＤＷ) 的黄酮含量以槲皮素 当
量 (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ꎬ ＱＥ ) 表 示ꎬ 记 为
ｍｇ ＱＥ / ｇ ＤＷ 脱脂粉 ꎮ

２.４

２.４.１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实验

于 ９６ 孔板中加入 １００ μＬ 不同浓度的提

取液ꎬ 随后加入 １００ μＬ ０.２０８ ｍｍｏｌ / Ｌ ＤＰＰＨ
甲醇溶液ꎬ 室温下避光静置 ４０ ｍｉｎ 后于 ５１７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ꎮ 样品对 ＤＰＰＨ 自由基的
清除率计算如 ( 公式 １) 所示: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率％ ＝ (１－

Ａｃ

) ×１００％

( 公式 １)

式中: Ａｃ 为 对 照 组 ( １００ μＬ ＤＰＰＨ 溶 液 ＋

１００ μＬ 甲醇溶液) 在 ５１７ ｎｍ 处的吸光度ꎻ
Ａｉ 为 １００ μＬ 样品液 ＋ １００ μＬ ＤＰＰＨ 溶液在

图１
２.４.３ α －淀粉酶抑制活性的测定
参考 Ｔａｙｙａｂａ Ｎｏｒｅｅｎ (２０１７)

[１５]

１００ μＬ 甲醇溶液在 ５１７ ｎｍ 处的吸光度值ꎮ
２.４.２ Ｆｅ ３＋ 还原 / 抗氧化能力

于 ９６ 孔板中加入 ４０ μＬ 不同浓度的提取

抗氧化功能和代谢酶功能抑制实验

Ａｉ －Ａｊ

５１７ ｎｍ 处的吸光度ꎻ Ａｊ 为 １００ μＬ 样品液 ＋

物ꎬ 随后加入 ２６０ μＬ ＦＲＡＰ 工作液 ( 由 ３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醋酸盐缓冲液ꎬ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ＴＰＴＺ 溶
液ꎬ ２０ ｍｍｏｌ / Ｌ ＦｅＣｌ３ 溶液以 １０ ∶ １ ∶ １ (ｖ / ｖ / ｖ)
的比例 混 合 组 成) ꎬ ３７℃ 孵 育 ３０ ｍｉｎ 后 于

５１５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ꎮ 以 ２.０ ｍｍｏｌ / Ｌ ＦｅＳＯ ４

溶液为标 准 物 质ꎬ 以 ＦｅＳＯ ４ 浓 度 为 横 坐 标ꎬ
吸光度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 见图 １) ꎬ
得到标准曲线方程为 Ｙ ＝ ０. ００２４Ｘ ＋ ０. ０８６４ꎬ
Ｒ ２ ＝ ０.９９９ꎮ 以 ＦｅＳＯ ４ 标准溶液表示ꎬ 样品提

取物的还原抗氧化能力以达到同样吸光度所
需的 ＦｅＳＯ４ 的浓度表示ꎮ ＦＲＡＰ 值表示为每克
样品干重中相当于 ＦｅＳＯ４ 的微摩尔数 ( μｍｏＬ
ＦｅＳＯ４ / ｇ 样品干重)ꎮ

ＦｅＳＯ４ 标准曲线

的方法ꎬ

于 ９６ 孔板中加入 ８ μＬ 提取液ꎬ １１２ μＬ ＰＢＳ
缓冲液与 ２０ μＬ α － 葡萄糖苷酶液ꎬ 于 ３７℃

孵育 １５ ｍｉｎꎮ 随后加入 ２０ μＬ ＰＮＰＧ 溶液ꎬ
于 ３７℃ 反应 １５ ｍｉｎꎮ 反应结束后加入 ８０ μＬ

Ｎａ ２ ＣＯ ３ 溶液终止反应ꎮ 测定其在 ４０５ ｎｍ 处

吸光度值ꎮ 抑制率如 ( 公式 １) 所示:
Ａ３ －Ａ４
α －淀粉酶活性抑制率 / ％ ＝ (１－
) ×１００％
Ａ１ －Ａ２
( 公式 １)
式中: Ａ １ : 加 入 样 品 抑 制 后 的 吸 光 度 值ꎻ

７５

Ａ ２ : 样品背景吸光值ꎻ Ａ ３ : 未加入样品抑制
剂的空白吸光值ꎻ Ａ ４ : 空白背景吸光值ꎮ
２.４.４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的测定

２.５

数据整理与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对实验数据进行录入整

于 ９６ 孔板中加入 ８ μＬ 提取液ꎬ １１２ μＬ
ＰＢＳ 缓冲液与 ２０ μＬ α － 葡萄糖苷酶液ꎬ 于

理ꎮ 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 χ ±ｓ) 表示ꎮ

液ꎬ 于 ３７℃ 反应 １５ ｍｉｎꎮ 反应结束 后 加 入

３

ｎｍ 处吸光度值ꎮ 抑制率如 ( 公式 ２) 所示:
α －葡萄糖苷酶 ( Ａ３ －Ａ４ ) －( Ａ１ －Ａ２ )
＝
× １００％
Ａ３ －Ａ４
活性抑制率％

３.１

式中: Ａ１ 为样品组ꎻ Ａ２ 为样品空白组ꎬ 用缓

面的重要功效ꎬ 现已成为国内外药物的研究

替样品ꎻ Ａ４ 为对照空白组ꎬ 用甲醇溶液代替

黑豆蔻中的总黄酮含量ꎬ 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３７℃ 孵育 １５ ｍｉｎꎮ 随后加入 ２０ μＬ ＰＮＰＧ 溶
８０ μＬ Ｎａ ２ ＣＯ ３ 溶液终止反应ꎮ 测定其在 ４０５

所有实验平行进行三次ꎮ

结

果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中总黄酮含量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植物中的天然次生代谢产物ꎬ 由于黄酮类化

( 公式 ２)

合物在抗氧化、 降血糖、 清除氧自由基等方

冲液代替酶液ꎻ Ａ３ 为对照组ꎬ 用甲醇溶液代

热点 [１６] ꎮ 通过三氯化铝比色法测定干姜和

图２

两种姜科植物中总黄酮含量

由图 ２ 可得ꎬ 通过三氯化铝比色法测定

得ꎬ 干姜醇提液中总黄酮含量为 ４.６６ｍｇ ＱＥ / ｇ

由基清除活性

ＤＰＰＨ 法是一种用于评价或筛选抗氧化

ＤＷ 脱脂粉 ꎬ 黑豆蔻中的总黄酮含量为 ９.２１ ｍｇ

药物的方法ꎮ 用酶标仪检测 ＤＰＰＨ 自由基与

高于干姜ꎮ

供氢原子ꎬ 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的能力ꎬ 以此

ＱＥ / ｇ ＤＷ 脱脂粉 ꎬ 黑豆蔻醇提液的总黄酮含量

３.２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的体外抗氧化代
谢酶抑制活性
３.２.１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的 ＤＰＰＨ 自

７６

样品ꎬ 用缓冲液代替酶液ꎮ

试样液反应后吸光值的变化ꎬ 可测定试样提
筛选或评价样品的抗氧化能力 [１７] ꎮ 干姜和
黑豆蔻醇提液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活性如图

３ 所示:

图３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活性

由图 ３ 可知ꎬ 黑豆蔻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

除活性为 １３. ４８ mＭ ＴＥ / ｇ ＤＷ 脱脂粉 ꎬ 干 姜 的

原能力

ＦＲＡＰ 法易于操作、 重复性好、 反应快

ＤＰＰＨ 自 由 基 清 除 活 性 为 ７. ６３ mＭ ＴＥ / ｇ

速ꎬ 是目前食品和药学领域测定样品抗氧化

高于干姜ꎮ

和黑豆蔻的铁离子还原能力如图 ４ 所示:

ＤＷ 脱脂粉 ꎬ 黑豆蔻的 ＤＰＰＨ 自 由 基 清 除 能 力
３.２.２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的铁离子还

图４

能力的常用方法之一 [１８] ꎮ ＦＲＡＰ 测定的干姜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的铁离子还原能力

由图 ４ 可知ꎬ 黑豆蔻醇提液的铁离子还

原能力为 ２８２ ｍｍｏｌ Ｆｅ / ｇ ＤＷ脱脂粉 ꎬ 干姜醇
２＋

提 液 的 铁 离 子 还 原 能 力 ２１５ｍｍｏｌ Ｆｅ２＋ / ｇ

ＤＷ脱脂粉 ꎬ 黑豆蔻的铁离子还原能力高于干姜ꎮ
３.２.３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 α － 淀粉酶抑
制活性

７７

图５

干姜醇提液 α －淀粉酶抑制活性

由图 ５ 可知ꎬ 当质量浓度为 ３１.２５ － ５００

ｍｇ ＤＷ脱脂粉 / ｍＬ 时ꎬ 随着浓度的增加ꎬ 干姜
醇提液对 α －淀粉酶活性的抑制效果越强ꎬ 当
浓度达到所选最大浓度 ５００ ｍｇ ＤＷ脱脂粉 / ｍＬ

图６

活性与浓度有明显的正向依赖性ꎮ

黑豆蔻醇提液 α －淀粉酶抑制活性

由图 ６ 可知ꎬ 当质量浓度范围为 １５.６２５ －
５００ ｍｇ ＤＷ脱脂粉 / ｍＬ 时ꎬ 黑豆蔻醇提液对 α －

ＤＷ脱脂粉 / ｍＬ 时ꎬ 醇提液对 α － 淀粉酶活性的

强ꎬ 当浓度达到实验测量的最大浓度 ５００ ｍｇ

正相关ꎮ

淀粉酶活性的抑制效果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

７８

时ꎬ 醇提液对 α －淀粉酶活性的抑制效果达到
最大ꎬ 说明在此浓度范围内ꎬ α － 淀粉酶抑制

抑制效果 达 到 最 大ꎬ 说 明 在 选 取 的 浓 度 范
围内ꎬ α － 淀粉酶抑制活性与浓度有明显的

图７

干姜和黑豆蔻 α －淀粉酶抑制活性均值比较

由图 ７ 可知ꎬ 干姜的 α － 淀粉酶抑制活

性 ＩＣ ５０ 值为 １２８.２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ꎬ 黑豆蔻的
α －葡萄 糖 苷 酶 抑 制 活 性 ＩＣ ５０ 值 为 ７８. ８５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ꎮ 黑豆蔻的 α － 淀粉酶抑制活性
高于干姜ꎮ

３.２.４ 干姜和黑豆蔻醇提液 α － 葡萄糖苷

酶抑制活性
α －葡萄糖苷酶是一种催化水解碳水化合

图８

物的重要酶 [１９] ꎬ 研究干姜和黑豆蔻的 α － 葡
萄糖苷酶对研究降低血糖有重要意义ꎮ 两种
姜科植物醇提液对 α － 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抑
制作用如图 ８、 图 ９ 所示ꎬ 两图显示干姜和
黑豆蔻对 α － 葡萄糖苷酶活性均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ꎬ 随着 醇 提 物 质 量 浓 度 的 增 加ꎬ 抑
制率逐渐 升 高ꎬ 起 初 增 幅 较 大ꎬ 随 后 逐 渐
平缓ꎮ

干姜醇提液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

由图 ８ 可知ꎬ 当干姜醇提液的质量浓度
为 ６２.５０ － １０００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 时ꎬ 随着浓度
的增加ꎬ 醇提液对 α － 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抑
制效果越强ꎬ 起初变化剧烈ꎬ 随后变化逐渐
平缓ꎮ 当浓度达到实验测定的最大浓度 １０００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 时ꎬ 醇提液对 α －葡萄糖苷酶
活性的抑制效果达到最大ꎬ 说明在实验测定
的浓度范围内ꎬ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与浓
度有明显的正向依赖性ꎮ

７９

图９

黑豆蔻醇提液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

由图 ９ 可知ꎬ 当黑豆蔻醇提液的质量浓
度为 ６２.５０ － １０００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 时ꎬ 黑豆蔻

１０００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 时ꎬ 醇提液对 α － 葡萄

着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强ꎬ 呈明显的先急后

有明显的正向依赖性ꎮ

醇提液对 α － 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抑制效果随

糖苷酶活性的抑制效果达到最大ꎬ 说明在此
浓度范围内ꎬ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与浓度

缓的抛 物 线 型ꎮ 当 浓 度 达 到 所 选 最 大 浓 度

图 １０

干姜和黑豆蔻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均值比较

由图 １０ 可知ꎬ 干姜的 α － 葡萄糖苷酶抑

制活性 ＩＣ ５０ 值为 ４３２.７５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ꎬ 黑
豆蔻 的 α － 葡 萄 糖 苷 酶 抑 制 活 性 ＩＣ ５０ 值 为

２７５.７８ ｍｇ ＤＷ 脱脂粉 / ｍＬꎮ 黑豆蔻的 ＩＣ ５０ 值 更
小ꎬ 说明黑豆蔻的 α －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
高于干姜ꎮ

４
８０

讨

产生、 传播、 分支及终止等多个步骤的链式
反应ꎮ 抗氧化剂可以通过抑制自由基生成ꎬ
或通过阻断自由基链式反应过程等途径实现

抗 氧 化 作 用ꎮ 本 实 验 通 过 ＤＰＰＨ 实 验、
ＦＲＡＰ 实验研究干姜和黑豆蔻的体外抗氧化
活性ꎮ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实验和 ＦＲＡＰ 铁离

论

子还原实验结果表明ꎬ 黑豆蔻清除非生物的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ꎬ 老化和各种生活习
惯病的发生过程都与活性氧有关

认为ꎬ 自由基氧化反应是一种包含自由基的

[２０]

ꎮ 通常

稳定自由基的能力和阻断电子转移和氢原子
转移的能力高于干姜ꎮ 从三种体外抗氧化能

力实验的结果中可以得出: 虽然采用 ＤＰＰＨ

法、 ＦＲＡＰ 法测定的结果有差异ꎬ 但总体而
言ꎬ 黑豆蔻的抗氧化活性更强ꎮ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慢性代
谢性疾病ꎬ 是一种常见病、 多发病ꎮ 我国目
前糖尿病患者人数众多ꎬ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ꎮ 治疗糖尿病的医疗负担较重ꎬ 开发
新的治疗或延缓糖尿病的药物迫在眉睫ꎮ α －
葡萄糖苷酶能催化双糖及寡糖水解为葡萄糖
等单糖以利吸收ꎬ 在生物体内ꎬ α －淀粉酶主
要存在于消化系统中ꎬ 通过将食物中的淀粉
水解成小分子寡糖来促进机体对碳水化合物
的消化吸收ꎬ 两者均能升高血糖值ꎮ 因此ꎬ
这种酶的抑制剂可以有效对抗 ２ 型糖尿病及

[２] 熊秉红ꎬ 禹玉华ꎬ 李素文ꎬ 等. 中

国干姜科野生资源的收集繁育与应用 [Ｊ]. 中
国野生植物资源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６ (５): ５３－５７ꎬ ７４.
[３] 张新宇. 生干姜的药用功效与作用
[ Ｊ] . 农业知识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２) : ４０ － ４１.
[４] Ｊｏｓｈｉ Ｒꎬ Ｓｈａｒｍａ Ｐꎬ Ｓｈａｒｍａ Ｖ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ｒｄａ￣

ｍｏｍ ( Ａｍｏｍ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Ｒｏｘｂ.)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ꎬ Ｉｎｄｉ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３ꎬ ９３ ( ６) : １３０３ －
１３０９.

[５] Ｂｈａｓｗａｎｔ Ｍꎬ Ｐｏｕｄｙａｌ Ｈꎬ Ｍａｔｈａｉ Ｍ

Ｌꎬ 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ｄａｍｏｍ ｉｎ ａ Ｄｉｅｔ￣

粉酶和 α － 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能力高于干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 Ｊ]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７ (９) : ７６９１ － ７７０７.

干姜ꎬ 在降血糖方面ꎬ 黑豆蔻比干姜更有研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ｈｅｐ￣

其并发症 [２０－２１] ꎮ 本实验发现黑豆蔻的 α － 淀
姜ꎬ 说明在降血糖方面ꎬ 黑豆蔻的能力高于
究价值ꎮ

５

结

论

干姜醇提液中的总黄酮含量高于黑豆蔻
醇提液中的总黄酮含量ꎻ 对两者的醇提液进
行体外抗氧化实验后发现ꎬ 两者都具有相当
的体外抗氧化活性ꎬ 但总体趋势为黑豆蔻的

[ ６ ] Ｚｈａｎｇ ＴＴꎬ Ｌｕ ＣＬ.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ａｏ￣ｋｏꎬ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ｃｅ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１ (４) : ４５０ － ４５３.

[７] 刘霞ꎬ 罗 芳ꎬ 佘 银ꎬ 李 鑫. 黄 酮 类

化合物与食品成分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 Ｊ] .

食 品 与 生 物 技 术 学 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６ ( １０ ) :

１００９ － １０１５.

[８] Ｚｈａｎｇ Ｔ Ｔꎬ Ｌｕ Ｃ Ｌꎬ Ｊｉａｎｇ Ｊ Ｇ. Ｂｉｏ￣

醇提液的体内关键酶活性抑制实验发现ꎬ 两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者对体内关键代谢酶的活性都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ꎬ 且黑豆蔻的醇提液具有较好的 α － 淀

ｍａｉｒｅꎬ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ｃｅ [ Ｊ] . Ｆｏｏｄ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５ (８) : １７４７ － １７５４.

体外抗氧化活性强于干姜ꎻ 干姜和黑豆蔻的

粉酶和 α － 葡萄糖苷酶抑制作用ꎮ 通过对干
姜和黑豆蔻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和体内关键酶
的抑制作用的测定ꎬ 为探索两种植物的药用
价值和在糖尿病治疗方面奠定基础ꎬ 也为以
后开发新的药物提供参考ꎮ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ａｏ￣ｋｏ Ｃｒｅｖｏｓｔ ｅｔ Ｌｅ￣

[ ９] Ｓａｒｉａｎ Ｍ Ｎꎬ Ａｈｍｅｄ Ｑ Ｕꎬ Ｍａｔ Ｓｏ̓ａｄ
Ｓ Ｚ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Ｂｉｏ Ｍ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１７: １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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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ＧＤＭ )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 ｔｈｉｒｄ 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１－３] 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４－６]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ＤＭꎬ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ＤＭ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ａｂｏｕｔ ５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７] . ＧＤＭ ｃａｎ ｃａｕｓｅ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 ｇ. ｆｅｔａｌ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ꎬ ｈｙｐｅ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ｅｍｉａꎬ
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ꎬ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ꎬ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ｅｍｉａ)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

ｐｈｙｘｉａꎬ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 [１７－２１] .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ｏｎ̓ｔ ｆｉｎｄ ａｎ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ＤＭ [２２] .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

ｔｉｏｎ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ꎬ ｗ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ｅ￣ｅｃ￣

２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ꎬ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ｙ￣

２.１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ＧＤＭ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ｆ￣

ｌｅｖｅｌ

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ꎬ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ｌａｍｐｓｉａꎬ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ｄｙｓｔｏｃｉａꎬ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ａｓｔａｇｅ

[１ꎬ２ꎬ８－１１]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１２－１５]

.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 ｉｓ ａ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ｎｕｒｓｅｓ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ｓｔ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ＧＤ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ｌｉｓｔꎬ ｄｉ￣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ｃ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ꎬ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ＮＫＩꎬ
ＷＡＮＦＡＮＧꎬ ＣＱＶＩＰꎬ ＰｕｂＭｅｄ ａｎ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ｅｔａ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２０１１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

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２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ｈｏｓ￣

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ＡＮＤ ( ｏｎｅ￣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
ｐｉｔａｌｓ

[１６]

.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ＧＤ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ｄｉｅ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Ｉｎ ２０１１ꎬ ｏｎｅ￣
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Ｐｅ￣
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

ｎａｌ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ｉｌｄ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ＤＭ ｐａ￣

ｔ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Ｓｏ ｆａｒꎬ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８４

ＧＤＭ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ｆａｎｔ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ＧＤ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Ｒ ｏｎｅ 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
ｏｎｅ￣ｄａｙ ｃｌｉｎｉｃ ＯＲ ｏｎｅ￣ｄａｙ ｃａｒｅ ｉｎ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ＡＮＤ (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ｒ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２.２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 (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 (９５％ ＣＩ) ꎻ ｉｆ ｎｏｔꎬ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ꎬ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Ｉ ) .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ｗｅｅｎ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ꎬ ｆ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ꎻ
(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ＤＭꎻ
(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ＲＣＴ)ꎻ (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ꎻ (５)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ｒｉ￣
ｔｅｒｉａ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ꎬ ｒｅ￣
ｖｉｅｗｓꎬ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ꎬ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ꎻ

(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ｏｆ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ꎻ (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２.３

Ｄａｔ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ａｕｔｈｏｒｓ ( Ｚｈｏｎｇｌｅｉ Ｌｉ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ｙｉ Ｑｉａ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ｋａｐｐａ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ｍｏｎｇ ｔｗｏ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ｋａｐｐａ 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 ０.７０７).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 ( ９５％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 ｇ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ꎬ
ｍｅａｎ ａｇｅ ( <３０ ｙｅａｒｓꎬ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ｒ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

ｔｅｄ) ꎬ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 < ５００ ｏｒ ≥５００) ꎬ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ｔｉｍｅ ( <１ｙｅａｒ ｏｒ ≥１ ｙｅａｒ) ꎬ ＰＫＵ / ＣＡ ( ｙｅｓ

ｏｒ ｎｏ) ꎬ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７５ｇ ＯＧＴＴ ｏｒ ｏｔｈｅｒ) ꎬ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１８ ｏｒ ２０１８) . Ｍｏｒｅｏ￣
ｖｅｒꎬ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ｏｍｉｔ￣

ｔｉｎｇ ｏｎ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ｆｕｎｎｅｌ ｐｌｏ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

ａｓꎬ ａｎｄ Ｅｇｇｅｒ̓ｓ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ｇｇ̓ｓ ｔ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ａ

１１.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Ｓｔａｔａ Ｃｏｒｐ Ｌａｋｅｗａｙ Ｄｒｉｖｅꎬ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Ｘꎬ ＵＳＡ) . Ａｌｌ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Ｐ ｖａｌ￣
ｕｅｓ < ０. ０５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

３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ꎻ (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ꎻ (４) ｔｈｅ

３.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ｅｄ: (１)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ꎻ (２) ｐｕｂ￣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ꎻ (５)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ꎻ (６)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ＫＵ) 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ＣＡ) ｏｒ ｎｏｔꎻ
(７)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ꎻ (８) ｔｈｅ ｎｕｍ￣

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ꎻ (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２.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ａｒｔｉ￣

ｃｌｅ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Ｑ￣ｔｅｓｔ. Ｉ

２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２５％ꎬ ５０％ ａｎｄ ７５％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ｌｏｗꎬ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

ｔｙ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ｆ Ｉ > ５０％ ａｎｄ Ｐ < ０. ０５ꎬ ｔｈｅ
２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４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ꎬ ８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ꎬ ３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ꎬ １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ＮＫＩꎬ ＷＡＮＦＡＮＧꎬ

ＣＱＶＩＰꎬ ＰｕｂＭｅｄ ａｎ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ꎬ ８２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ꎬ
ａｎｄ ９６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３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

ｔ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２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５５４０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５６５８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ｎｅ￣
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

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 ８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８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ａｎｄ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

ｏｎ ＧＤＭꎻ １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 ａｎｄ ｏｎｅ￣ｄａｙ

ＧＤＭꎻ 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ꎻ ５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ꎻ １５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ｆｅｔａｌ￣

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ꎻ １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８６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ｆａｎ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ＰＫＵ/ ＣＡ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ｙｅａｒ)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１３.０８

Ｎｏ

ＮＡ

１００ / １０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ＩＩ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１４.０３

Ｎｏ

ＮＡ

１０２ / ３６６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ｎｅ ｄａ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１５.０７

Ｎｏ

２７.６±２.２０ /
２７.５５±２.５１ ａ

５０ / ５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ａｏꎬ
２０１６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３.０７－２０１４.０７

Ｙｅｓ

２８.５±０.３ ｂ

３００ / ３０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ｇｙｍ￣
ｎａｓｔｉｃｓ

Ｌｕｏ
Ｗｅｎｊｕａｎꎬ
２０１６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１５.１２

Ｎｏ

２９.５ ｂ

１００ / １０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Ｌｉ
Ｘｉａｏｒｏｎｇꎬ
２０１６

Ｆｏｓｈ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５.１２

Ｎｏ

３０.１±４.７ /
３０.１±４.８ ａ

７３９ / １１７５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３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Ｎ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Ｘｕ
Ｍｉｎｇｍｉｎꎬ
２０１４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ꎬ
Ｈｕｎ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Ｚｈｏｕ
Ｔｉａｎｌａｎꎬ
２０１５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Ｚｈｏｕ
Ｗｅｎｓｈｅｎｇꎬ
２０１６

Ｄｉｅｔ

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

续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ＫＵ/ ＣＡ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ｙｅａｒ)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ｉ
Ｍｅｉｌ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

Ｗｅｎｚｈｏｕ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６.０４－２０１６.１０

Ｎｏ

２６.３±３.２ ｂ

５６ / ５６

１８００~２２００
Ｋｃ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Ａ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ｙ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１５.１２

Ｙｅｓ

２７.１±３.８ /
２６.２±３.４ ａ

９５０ / ９２０

ＮＡ

ＮＡ

Ｌｉａｏ
Ｎｉａｎｑｕａｎꎬ
２０１７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ꎬ
Ｈｕｎ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４.１２

Ｙｅｓ

３０.９３±３.７６ /
３０.８２±４.６０ ａ

２００ / ２０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Ｘｉａｏ Ｌｕꎬ
２０１７

Ｕｒｕｍｑｉ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１５.１２

Ｎｏ

ＮＡ

２００ / １０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１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ｆｏｒ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ｚｈｅｎꎬ
２０１７

Ｌｉｕ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５.０９－２０１６.０３

Ｎｏ

ＮＡ

３８０ / ２６２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ｏｒ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Ｌｉｎｇ
Ｑｉａｏꎬ
２０１７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１７.０５

Ｎｏ

３１.１±４.４ /
３１.２±４.５ ａ

１８０ / １８０

Ｎ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Ｊｉａｎｇ Ｎａꎬ
２０１８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ꎬ
Ｈｕｎ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８.０１

Ｎｏ

２９.６±５.８ /
２９.４±５.９ ａ

１００ / １０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Ｚｅｎｇ
Ｆｕｒｏｎｇꎬ
２０１８

Ｘｉａｍｅｎꎬ
Ｆｕｊ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１７.０１

Ｎｏ

３０.０４±２.１３ /
２９.４５±２.３５ ａ

４８ / ４８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ｆｏｒ １ ｈｏｕｒ ａｆｔｅｒ
ｌｕｎｃｈ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ꎬ
２０１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５.０６

Ｎｏ

１２５０ / ７７４

３ ｄｉｎｎｅｒ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ｆｏｒ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Ｌｉ Ｊｉｎｇｅꎬ
２０１８

Ｘｉ̓ａｎ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１５.１２

Ｎｏ

３０.１１±４.２８ /
３０.７４±４.１３ ａ

２８６ / ３１４

Ｊｉａｎｇ Ａｎꎬ
２０１８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ꎬ
Ｈｕｎ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１５.１２

Ｎｏ

ＮＡ

７８ / ５６

Ｄｕａｎ
Ｇｕｏｙａｎꎬ
２０１８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７.０３－２０１８.０３

Ｎｏ

３０.５±１.４ /
３１.４±１.４ ａ

５０ / ５０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ｗａｌｋ ｆｏｒ ３０ ｍｉ￣
ｎｕｔｅ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ｆａｎｇꎬ
２０１８

Ｒｕｉ̓ａｎ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ｒａｄｅ ＩＩ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１７.０３

Ｙｅｓ

２７.２３±２.４５ /
２７.４１±２.３７ ａ

１００ / １００

２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１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ｙｏｇａ ｆｏｒ ｐｒｅｇ￣
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Ｓｈｅｎ
Ｊｉｅꎬ
２０１８

Ｈａｉｎ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５.１０－２０１７.０１

Ｎｏ

３４.８ ｂ

１３５ / ２６１

１８００ Ｋｃａｌ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Ｚｈａｎｇ Ｙｕꎬ
２０１８

Ｃ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Ｈｅｂｅｉ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６.０２－２０１８.０２

Ｎｏ

３０.２±３.３ /
３１.４±３.５ ａ

８９ / ８９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Ｌｉｕ Ｌ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１７.０７

Ｎｏ

３０.２２±２.８４ /
３０.０６±２.７１ ａ

４７ / ４７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３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２８.６０±４.１０ /
２８.７０±４.００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ｅｔ

ｃ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２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３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ｌｓ ＋
３ ｅｘｔｒａ ｍｅａｌ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

ｔａｋｅ ａ ｗａｌｋ 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
ｔｅｒ ａ ｍｅａｌ

ＮＡ: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 ｍｅａｎ±ＳＤ ｏｒ ｍｅａｎꎻ ｂ: ｏｎｌｙ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ＰＫＵ: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Ｃ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ｃ: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ꎻ 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

８７

３.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８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ꎬ

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ꎬ １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１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ｙꎬ １１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ꎬ ａｎｄ 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Ｗ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ｓ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
ｐｈｙｘｉａ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ꎬ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
ｍｉａ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

ｂｏｒｎꎬ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ｘ￣
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Ｉ２ ＝ ６５.９％ꎬ
Ｐ<０.００１).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ꎬ ｎｏ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Ｉ２ ＝ ０.０％ꎬ Ｐ ＝ ０.５３４)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 (Ｉ２ ＝ ３７.９％ꎬ Ｐ ＝ ０.１６８)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
ｅｒｙ ( Ｉ２ ＝ ３６. ０％ꎬ Ｐ ＝ ０. １０３)ꎬ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 Ｉ２ ＝ ０.０％ꎬ Ｐ ＝ ０.５９０)ꎬ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 Ｉ ２ ＝ ０.０％ꎬ Ｐ ＝ ０.５８４) ꎬ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ａｓ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ｂｏｒ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ＤＭ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ｏ￣
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ＯＲ ＝ ０.４７ꎬ ９５％ＣＩ: ０.３０－０.７３ꎬ

Ｐ ＝ ０.００１)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 ( ＯＲ ＝ ０.５１ꎬ
９５％ＣＩ: ０.３４ － ０.７６ꎬ Ｐ ＝ ０.０１１)ꎬ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
ｍｉａ ( ＯＲ ＝ ０. ４３ꎬ ９５％ ＣＩ: ０. ３０ － ０. ６２ꎬ Ｐ <
０.００１)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 ＯＲ ＝ ０. ５９ꎬ ９５％
ＣＩ: ０. ５０ － ０. ７０ꎬ Ｐ < ０.００１)ꎬ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ＯＲ ＝ ０.３０ꎬ ９５％ ＣＩ: ０.２３ － ０.４０ꎬ Ｐ <
０. ００１ )ꎬ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 ＯＲ ＝
０.５７ꎬ ９５％ＣＩ: ０.３７－０.８８ꎬ Ｐ ＝ ０.０１０).

３.３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
８８

ｔｗｅｅｎ￣ｓｔｕｄ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

ｍｉａꎬ ｗｈｅ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ｉｋｅ ｍｅａｎ ａｇｅꎬ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ꎬ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ꎬ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ａｎｄ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ꎬ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２ ＝ １６.７％ꎬ Ｐ ＝ ０.３０８)ꎬ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５００ ( Ｉ２ ＝ ４８. ５％ꎬ Ｐ ＝ ０. ０３５)ꎬ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ｙｅａｒ (Ｉ２ ＝ ２１.０％ꎬ Ｐ ＝ ０.２８１)ꎬ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ｔｉｍ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１ ｙｅａｒ (Ｉ２ ＝ ５８.６％ꎬ Ｐ ＝ ０.０１０)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ＫＵ / ＣＡ) (Ｉ２
＝ ５１.７％ꎬ Ｐ ＝ ０.１２６)ꎬ ａｎｄ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７５ｇ
ＯＧＴＴ ( Ｉ ２ ＝ ４０.６％ꎬ Ｐ ＝ ０.０８７)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

ｌｉｖｅｒｙꎬ ｗｈｅ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ｓ ｌｉｋｅ ｍｅａｎ ａｇｅꎬ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ꎬ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ꎬ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ꎬ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ꎬ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５００ ( Ｉ ２ ＝ ０.０％ꎬ Ｐ ＝ ０.９４５) ꎬ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７５ｇ ＯＧＴ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 Ｉ２ ＝ ０. ０％ꎬ Ｐ ＝ ０. ４７３ꎬ
ａｎｄ Ｉ２ ＝ ０.０％ꎬ Ｐ ＝ ０.７００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ｌｉｋｅ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 Ｉ２ ＝ ２８. ８％ꎬ Ｐ ＝ ０. ２２９)ꎬ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ｙｅａｒ ( Ｉ２ ＝ ５.１％ꎬ Ｐ ＝ ０.３０５)ꎬ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ｎ ２０１８ ( Ｉ ２ ＝ １０.１％ꎬ Ｐ ＝
０. ３４９ ) ꎬ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８９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ｏｒ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Ｎｏ.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ｓ
(９５％ ＣＩ)

Ｐ ｆｏｒ
Ｔｅｓｔ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Ｉ ２( ％)

Ｐｈｅ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５

７７８４

０.４３ (０.３０ꎬ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４１.０３

６５.９

<０.００１

Ｇｒａｄｅ ＩＩ

２

６６８

０.５６ (０.１１ꎬ２.７５)

０.４７１

６.９１

８５.５

０.００９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１３

７１１６

０.４１ (０.２８ꎬ０.６０)

<０.００１

３３.３９

６４.１

０.００１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６

４５０６

０.４６ (０.２７ꎬ０.８０)

０.００５

１３.７０

６３.５

０.０１８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５

１６６８

０.３４ (０.２０ꎬ０.５７)

<０.００１

４.８０

１６.７

０.３０８

４

１６１０

０.５６ (０.２４ꎬ１.３０)

０.１７８

１７.０４

８２.４

０.００１

<５００

１１

２６４８

０.３８ (０.２３ꎬ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１９.４２

４８.５

０.０３５

≥５００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 ｙｅａｒ)
<１

４

５１３６

０.５０ (０.２８ꎬ０.９０)

０.０２２

２１.０５

８５.８

<０.００１

５

１２５４

０.２８ (０.１８ꎬ０.４６)

<０.００１

５.０６

２１.０

０.２８１

≥１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ＰＫＵ / ＣＡ)
Ｙｅｓ

１０

６５３０

０.５３ (０.３６ꎬ０.７７)

０.００１

２１.７２

５８.６

０.０１０

３

２４７０

０.４３ (０.２６ꎬ０.７１)

０.００１

４.１４

５１.７

０.１２６

Ｎｏ

１２

５３１４

０.４２ (０.２５ꎬ０.６９)

０.００１

３７.０６

７０.３

<０.００１

７５ｇ ＯＧＴＴ

１０

４２４４

０.４６ (０.３３ꎬ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１５.１４

４０.６

０.０８７

ｏｔｈｅｒ

５

３５４０

０.３５ (０.１３ꎬ０.９３)

０.０３６

２５.９６

８４.６

<０.００１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１８

８

４０９２

０.４８ (０.３１ꎬ０.７６)

０.００１

２１.０９

６６.８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８

７

３６９２

０.３１ (０.１５ꎬ０.６５)

０.００２

１９.８４

６９.８

０.００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Ｄ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Ｎｏ.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ｓ
(９５％ ＣＩ)

Ｐ ｆｏｒ
Ｔｅｓｔ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Ｉ ２( ％)

Ｐｈｅ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２

９１０８

０.５９ (０.５０ꎬ０.７０)

<０.００１

１７.１８

３６.０

０.１０３

Ｇｒａｄｅ ＩＩ

１

４６８

０.３５ (０.０４ꎬ２.７９)

０.３２３

０.００

Ｇｒａｄｅ ＩＩＩ

１１

８６４０

０.５９ (０.５０ꎬ０.７０)

<０.００１

１６.９４

４１.０

０.０７６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３

４０９４

０.５７ (０.４５ꎬ０.７２)

<０.００１

５.３１

６２.３

０.０７０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５

３４０４

０.７２ (０.５４ꎬ０.９６)

０.０２７

５.６２

２８.８

０.２２９

４

１６１０

０.３８ (０.２３ꎬ０.６３)

<０.００１

１.２５

０.０

０.７４１

<５００

７

２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３１ꎬ０.７０)

<０.００１

１.７１

０.０

０.９４５

≥５００

５

７０５０

０.６２ (０.５１ꎬ０.７５)

<０.００１

１４.２０

７１.８

０.００７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９０

续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Ｎｏ.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ｓ
(９５％ ＣＩ)

Ｐ ｆｏｒ
Ｔｅｓｔ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Ｉ ２( ％)

Ｐｈｅｔ

２

８４２

０.３６ (０.２０ꎬ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５

５.１

０.３０５

≥１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ＰＫＵ / ＣＡ)
Ｙｅｓ

１０

８２６６

０.６２ (０.５２ꎬ０.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３.２２

３１.９

０.１５３

２

２２７０

０.７２ (０.５１ꎬ１.０３)

０.０７１

１.７６

４３.３

０.１８４

Ｎｏ

１０

６８３８

０.５５ (０.４５ꎬ０.６７)

<０.００１

１３.６５

３４.１

０.１３５

７５ｇ ＯＧＴＴ

８

５７４６

０.７４ (０.５９ꎬ０.９２)

０.００８

６.５９

０.０

０.４７３

ｏｔｈｅｒ

４

３３６２

０.４４ (０.３４ꎬ０.５６)

<０.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

０.７００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１８

７

５７９４

０.６７ (０.５３ꎬ０.８５)

０.００１

９.８５

３９.１

０.１３１

２０１８

５

３３１４

０.５０ (０.３９ꎬ０.６４)

<０.００１

４.４５

１０.１

０.３４９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 ｙｅａｒ)
<１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ｆｏｕ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ｉｋ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 Ｐ ＝ ０.１６６)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 Ｐ ＝ ０.７０３) ꎬ

ｆｏｕ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ｉｋ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Ｐ ＝ ０.１３０)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 Ｐ ＝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Ｐ ＝ ０.４６４)ꎬ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Ｐ ＝ ０.３７１)ꎬ
ＰＫＵ / ＣＡ ( Ｐ ＝ ０.８２１ ) ꎬ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Ｐ ＝

０.４７７) ꎬ ｍｅａｎ ａｇｅ ( Ｐ ＝ ０. ７１２) ꎬ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 Ｐ ＝ ０. ２７１ ) ꎬ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 Ｐ ＝ ０. ３４３ ) ꎬ
ＰＫＵ / ＣＡ ( Ｐ ＝ ０.６３６) ꎬ ａｎｄ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Ｐ ＝

ｎｏ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ｕｄ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 Ｔａｂｌｅ ４) .

０.４７８) ꎬ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 Ｐ ＝ ０.７７６) ｄｉｄ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０.７５５)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ｕｄｙ ｈｅｔ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

Ｐ

ＯＲ (９５％ ＣＩ)

ｔ

Ｐ

ＯＲ (９５％ ＣＩ)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０.４０

０.７０３

０.６８ (０.０６ꎬ７.３０)

０.８１

０.４７７

２.７７ (０.０５ꎬ１５０.３８)

Ｍｅａｎ ａｇｅ１

－０.４１

０.６９７

０.６５ (０.０５ꎬ８.５３)

－０.４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１ (０.０５ꎬ１０.８１)

Ｍｅａｎ ａｇｅ２

－０.７８

０.４６４

０.３６ (０.０２ꎬ８.７１)

－０.６４

０.５６９

０.６０ (０.０５ꎬ７.８２)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０.９７

０.３７１

１.７１ (０.４４ꎬ６.６９)

１.３４

０.２７１

１.５３ (０.５６ꎬ４.２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１.５８

０.１６６

２.４４ (０.６１ꎬ９.７１)

１.１２

０.３４３

２.２３ (０.２３ꎬ２１.４７)

ＰＫＵ / ＣＡ

－０.２４

０.８２１

０.８２ (０.１１ꎬ６.２０)

－０.５２

０.６３６

０.８２ (０.２４ꎬ２.８１)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０.７６

０.４７８

０.６０ (０.１１ꎬ３.１７)

－０.３４

０.７５５

０.８８ (０.２６ꎬ２.９５)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０.３０

０.７７６

０.７７ (０.８６ꎬ６.８０)

－２.０７

０.１３０

０.５０ (０.１７ꎬ１.４６)

９１

３.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ｏ ｏｎｅ 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
(９５％ ＣＩ)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ꎬ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ｈｙｐｏｇｌｙ￣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９２

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ꎬ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 Ｅｇｇｅｒ̓ｓ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Ｂｅｇｇ̓ｓ ｔｅｓｔ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 Ｐ ＝
０.０４８) ( Ｔａｂｌｅ ５) . Ｔｈｅ ｆｕｎｎｅｌ ｐｌ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ａｂｌｅ ５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ｇｇｅｒ̓ｓ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ｇｇ̓ｓ ｔｅｓｔ
Ｅｇｇｅｒ̓ｓ ｔｅｓｔ

ｔ

Ｐ

９５％ ＣＩ

Ｚ

Ｂｅｇｇ̓ｓ ｔｅｓｔ

Ｐ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１.２０

０.２７４

－３.２９ꎬ１.１２

０.３７

０.７１１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

－１.６２

０.２０３

－１０.８４ꎬ３.５２

１.７１

０.０８６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１.９５

０.０７３

－３.０６ꎬ０.１６

１.９８

０.０４８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０.８５

０.４１７

－２.１３ꎬ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３３７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０.７３

０.４８９

－１.９２ꎬ１.００

０.５４

０.５９２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１.７１

０.２２９

－７.８９ꎬ３.３９

０.３４

０.７３４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Ｆｕｎｎｅｌ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ｄ￣
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２３]

.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ａ ｎｏｖｅ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 . Ｓｈｅｎ Ｊ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２５] . Ｉｎ

９３

２０１８ꎬ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

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ꎬ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ＰＫＵ / ＣＡ ) ａｎｄ

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ＤＭ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ｗｈｅ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ꎬ

ｔ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
ｌｅｓｓ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ｆｅｔａｌ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
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２６]

.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ｉｎ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７]

.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ｏｎ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ｂｏｔｈ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Ｍｅｔａ￣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Ｈｏｗｅｖ￣

ｅｒꎬ ｗｅ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ｎ ̓ ｔ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ｆｏｒ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
ｍｉａ.

Ｗ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ｗ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ｓ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ｎｅ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ｍｅａｎ ａｇｅꎬ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

[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ｗ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２８ꎬ２９]

.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ｗａｓ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３０]

.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ｈａｖ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ｄｉｓ￣
ｃｒｅｐａ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

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Ｄ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ｄ￣

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ｔｉｍｅꎬ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ＰＫＵ / ＣＡ)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ꎬ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ꎻ ｎｏ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５００ꎬ ７５ｇ ＯＧＴ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Ｗ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ｆｏｕ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ｉｋ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 ( ９５％ Ｃ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ｅｎｓｉ￣

ｖｅｒｓｅ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ｇｇｅｒ̓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Ｂｅｇｇ̓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ｍａｒ￣

ｅｒｙꎬ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ｕｓꎬ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Ｏｕ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ｆｅｔａｌ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

ｇｉ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ｉｎ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ｎｅｅ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ｌｅｓｓ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 ｇ. ｆｅ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ＤＭ.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ｕｄｙꎬ ｔｈｅ ｒｅｃａｌｌ ｂｉａｓ ｄｏｅｓ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ｉａꎬ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
９４

ＧＤ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ꎬ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ｎ ａｇｅꎬ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ꎬ ｆｏｌ￣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

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ｅｒｅ ｅａｓｙ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ａｓ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ＤＭ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ｒｉａｌ.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 １３３ ( ６ ) : ｐ.
１１７１ － １１７７.

５

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ｕｎｉ￣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ꎬ ｏｕ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ｓ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
ｚ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Ｄ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Ｋｕｃｕｋｇｏｎｃｕꎬ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Ａｎｔｉｐｓｙ￣

ｃｈｏｔｉｃ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 Ｂｕｌｌꎬ ２０１９.

[２ ] Ｏｌｍｅｄｏ￣Ｒｅｑｕｅｎａꎬ 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Ｐｒ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

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７] Ｂｅｌｌａｍｙꎬ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

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２００９.
３７３ (９６７７) : ｐ. １７７３ － ９.

[８]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ꎬ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 Ｃｌｉｎ Ｍｅｄ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 １１ ( ６) : ｐ.

４４７ － ４５１.

[９ ] Ｃｈｅｎꎬ 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Ａ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Ｄｉｅｔ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ｐ. ５２３２３０８.

[１０] Ｍａｋꎬ Ｊ. Ｋ.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ｔｒ Ｊꎬ ２０１８. １７ (１) : ｐ. １０７.

[１１ ] Ｙｅｆｅｔꎬ 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Ｇｏｏｄ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９. １１ (５)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ａｕｄｉ

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３ ] Ｗａｈａｂｉꎬ Ｈ.ꎬ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ｐ. ４２８２３４７.

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ꎬ ２０１９. １８ (１) : ｐ. ７５.

[ １２ ]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ꎬ Ｓ. 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Ｉｍｐｌｅ￣

[４ ] Ｇａｌｂａｌｌｙꎬ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

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ＢＭ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 １９ ( １) :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ａｎｔｉ￣
ｃ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ｕｓｔ Ｎ Ｚ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９.

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ａｒｅ ｉｎ ｄｉｅｔｅｔｉｃｓ: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 １２２.

[１３] Ａｎａｎｄꎬ Ｓ.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 ５ ] Ｌｉꎬ Ｊ.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ＣＭＡＪ Ｏｐｅｎꎬ ２０１７. ５ ( ３) :
ｐ. Ｅ６０４ －ｅ６１１.

Ｃ１ｑ / ＴＮＦ￣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３ ( ＣＴＲＰ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ｕｒ Ｒｅｖ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７. ２１ (２４): ｐ. ５７０２ －
５７１０.

[ ６ ] Ｈａｍｅｌꎬ Ｍ.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ｕｍ

ｓｉａｎ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

[１４] Ａｕｎｅꎬ 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ｄｏ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９５

ｓｉｓ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ｕｒ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
２０１６. ３１ (１０) : ｐ. ９６７ － ９９７.

ｔｉｃｅꎬ ２０１８. ３ (２３) : ｐ. １０４ － １０６.

ｃ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ｒｅａ￣

[１５] Ｌｏｏｍａｎꎬ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Ｐ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ｅｔꎬ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ｏｒ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Ｏｐｅｎ Ａｃ￣
ｃｅｓｓ Ｍａｃｅｄ Ｊ Ｍｅ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 ６ (５) : ｐ. ８０３ －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Ｎｕｔ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 ６２: ｐ.
３２ － ４０.

[１６] Ｓｈｉｐｉｎｇꎬ 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８０７.

[ ２４ ] Ｑｉａｏꎬ 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 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ｏｂ￣

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１６. ４５ (２１) : ｐ. ３０１６ － ３０１８.

ｄ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

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

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Ｓｈａｎ￣
[１７] Ｍｅｉｌｉｎｇꎬ Ｃ. ａｎｄ Ｓ. Ｘｉａｏｍｉａｏꎬ Ｄｉ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５] Ｊｉｅꎬ Ｓ.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ｂｙꎬ ２０１７ (５) : ｐ. ４６.

ｎｉｎｇ ＆ Ｇｙｎｅｃｏｔｏｋ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 １０ ( ０９ ) : ｐ.
５２ － ５４.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ｎｅ￣ｄａ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２０１７. ２０ (０５) : ｐ. ５９５ － ５９８.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８] Ｙꎬ Ｃ.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

ｃａｒｅ ｉｎ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 ２６ ] Ｑｉｎｆａｎｇꎬ Ｗ.

ａｎｄ Ｋ.

Ｒｕｓｈｕꎬ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ꎬ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１９] Ｌｉｎｇꎬ Ｌ. ａｎｄ Ｊ. Ｚｈｉｈｕａꎬ Ｏｂｓｅｒｖａ￣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８. ３３ (０４) : ｐ. ７３８ － ７４１.

ｂｅ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２０] Ｘｉｚｈｅｎꎬ 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７. ４７ ( １０ ) : ｐ.
１１７９ － １１８０.

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ＧＤＭ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ｏｕ￣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

[２１] Ｎｉａｎｑｕａｎꎬ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 ２９ ] Ｍｉｎｇｍｉｎꎬ Ｘ.ꎬ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ｍｅｎ ̓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８ (２３) : ｐ. ８６ － ８７ ＋ ８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１７. ３９ (０３) : ｐ. ２２４ － ２２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ꎬ ２０１７. ４２ (０８) :
ｐ. ９６６ － ９７２.
[２２ ] Ｊｉｎ － ｇｅꎬ Ｌ.ꎬ Ｍ. Ｙａｎｇꎬ ａｎｄ Ｗ.
Ｙａｎ － ｘｉａ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９６

[ ２３ ] Ｓｉｍｅｏｎｏｖａ￣Ｋｒｓｔｅｖｓｋａꎬ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２７ ] Ｌｕꎬ 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Ｘｉｎ￣

[２８] Ｃｈａｎꎬ 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 ｄａｙ

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 １８ (０７) : ｐ. ５２７ － ５３０.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ｏｄａｙ Ｎｕｒｓｅꎬ ２０１４ (０６) :
ｐ. ３７ － ３８.
[ ３０ ] Ｈｏｎｇꎬ Ｚ.ꎬ Ｂ. Ｍｅｎｇꎬ ａｎｄ Ｍ.

Ｙａｎｇ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ｄａｙ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９. ３０ (０３) : ｐ. ３６８ － ３７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