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患者麻醉



概 述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缺乏以及不同程度的胰岛素•

抵抗，引起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质代谢紊乱的综合征，

表现为以血糖增高及/或糖尿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疾病。

糖尿病晚期病人可出现广泛的微循环及大血管病变，导致双•

目失明、肾功能损害、肢端坏死、心脑血管病变等。

糖尿病人在接受手术时，麻醉和手术可加重病情，而病情严•

重或术前控制不满意的病人，可能发生糖尿病性酮症酸中

毒、循环衰竭，甚至死亡。



诊断标准

WHO糖尿病诊断标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即可诊断： •

有糖尿病症状，不需作糖耐量试验，任何时候取血查血糖o

11.1mmol/L(200mg/dl)或空腹血糖7.0mmol/L(126mg/dl) 

有或无糖尿病症状，空腹血糖不止一次7.0mmol/L(126mg/dl)者。 o

有糖尿病症状，而血糖未达上述诊断标准，糖耐量试验（OGTT）2ho

血糖11.1mmol/L (200mg/dl)者。 

无糖尿病症状者，要求OGTT2小时11.1mmol/L(200mg/dl)，同时1小o

时也要11.1mmol/L (200mg/dl)

糖耐量减低诊断标准: 空腹血•

糖<7.0mmol/L(126mg/dl)，OGTT 2小时血

糖>7.0mmol/L(126mg/dl)，但是<11.1mmol/L(200mg/dl)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

OGTT试验前3天，不应该控制饮食，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含量不应低于150克，并且维持正常1.
活动。影响本试验的药物（引起血糖升高或降低的药物）应停用。试验前病人应10～14个小时不
进食。

试验当日早晨空腹静脉取血后在5分钟之内饮入300毫升含75克葡萄糖的糖水，喝糖水后30分2.
钟、1小时、2小时分别静脉取血一次，并留取尿液做尿糖定性试验。
整个试验中不可吸烟、喝咖啡、喝茶或进食，应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3.

试验结果如何判定呢？
当静脉空腹血糖＜6.1mmol／L，OGTT两小时血糖＜7.0mmol／L，说明人体对进食葡萄糖后的4.
血糖调节能力正常，为糖耐量正常。

当静脉空腹血糖7.0mmol／L或OGTT两小时血糖11.1mmol／L，尿糖＋～＋＋＋＋，说明人体5.
处理进食后葡萄糖的能力明显降低，已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当静脉空腹血糖＜7.0mmol／L并且OGTT两小时血糖介于7.0～11.1mmol／L之间，说明人体对6.
葡萄糖的调节能力轻度下降，已达到糖耐量低减的诊断标准

当静脉空腹血糖介于6.1～7.0mmol／L之间，且OGTT两小时血糖7.0mmol／L，说明人体对进7.
食葡萄糖后的血糖调节能力尚好，但对空腹血糖调节能力轻度减退，已达到空腹血糖受损的诊断

标准



糖尿病对全身的影响

糖尿病是一全身性疾病，可引起全身性组织及器官的病变，•

尤以全身微血管的病变最为突出。其严重程度与病史的长短

及血糖升高程度有关。

微血管病变：最为常见。表现为视网膜小血管增殖致视网膜出血，视o

力减退；肾小球毛细血管损伤致肾功能衰竭；心脏微血管病变可致心

肌病及心肌梗塞；脑微血管病变可致脑卒中，发生率约为非糖尿病者

的二倍

自主神经系统病变：当病变累及自主神经系统时，患者于静息状态下o

即有心动过速；在麻醉下对低血容量的代偿能力异常差，极易发生体

位性低血压甚至心跳骤停

周围神经病变可致肢体感觉麻木。o



病理生理

胰岛素是调节和维持血糖正常的主要激素，产生并储存于胰•

岛β细胞

使糖和钾离子转运至细胞膜内，加速组织细胞对葡萄糖的吸•

收利用

促进肝糖原合成，抑制糖原分解和糖原异生，抑制脂类分•

解，促进蛋白质合成，抑制蛋白质分解

所以，胰岛素减少时，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  •



糖代谢异常

肝糖原合成减少，糖原分解和异生增加，肌肉及脂肪组织中•

葡萄糖利用减少，血糖增高，当血糖超过肾糖阈值

（10mmol/L或180mg/dl）时，出现尿糖

由于应激反应时儿茶酚胺、皮质醇、胰高血糖素均明显升•

高，对抗和抑制胰岛素的释放和作用，同时外周组织对胰岛

素利用障碍，使得围术期血糖控制更加困难 



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

脂肪合成减少，分解加强，严重者可出现酮症酸中毒，表现•

为代谢性酸中毒、高血糖、低钾、骨骼肌无力等

在糖、脂肪代谢异常的同时，抑制蛋白质合成，加快蛋白质•

分解，出现负氮平衡、水及电解质紊乱，甚至脱水及酸中毒

等

长期高血糖可造成组织细胞损害，如动脉硬化和微血管病•

变，引起冠心病、心肌病、脑血管病变、下肢缺血、肾功能

不全等。胰岛素经肝脏和肾脏代谢，在肾脏功能不全的病人

胰岛素的作用可能延长



糖尿病的分型

（一）I型糖尿病 （胰岛素依赖型）

1、5-10%，胰腺的β细胞受损，致血内胰岛素的水平降低

2、需额外补充胰岛素

3、多发生在青少年

4、较长的临床前阶段

5、易发生酮症酸中毒及合并全身性改变

6、糖化血红蛋白 >7%，随机血糖>11.1 mmol/L



糖尿病的分型

（二）II型糖尿病 （非胰岛素依赖型）

1、90%，体内胰岛素正常或相对较低，胰岛素抵抗

2、多发生在中老年肥胖者

3、多合并心血管疾患

4、注意其他器官损伤

5、饮食控制，药物治疗，必要时结合胰岛素



糖尿病的几个合并疾患或症状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的高血压发病率是非糖尿病病人的2－4倍•

45岁以上DM患者的高血压患病率为40％，75岁以上高达60％•

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和高血压是经常共同存在的•

由于肾小动脉硬化导致糖尿病肾病，从而促使高血压的发生•

DM 患者肾病的发病率为10％－20％•

高血压和糖尿病并存的最大危险性是加速了动脉粥样硬化•

心肌梗死和脑卒中是Ⅱ型糖尿病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男性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死亡率要比正常血压的糖尿病患者高4倍，•

女性要高5倍

因此糖尿病并存高血压或高血压并存糖尿病都必然增加麻醉的危•

险



糖尿病与冠心病 
糖尿病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尤其是Ⅱ型糖尿病的动•
脉粥样硬化发生较早，发生率高

糖尿病患者的冠心病患病率为26％－35％，是非糖尿病患者的3倍•
累及冠脉病变的支数多，狭窄程度也较重，易发生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比非糖尿病患者高1－4倍，女性更为显著，且•
无痛型心肌梗死的比例较高

心肌梗死不仅发病率高，而且病情重，急性期并发症多，病死率•
高，再梗率也高

冠脉造影结果也表明：糖尿病合并冠心病者冠脉严重病变多，多•
支病变 多，复杂病变多
DM冠心病患者麻醉风险大，围术期可发生心跳骤停、心梗或猝死 •



糖尿病心肌病 

糖尿病心肌病变是糖尿病特异的独立病变，心肌病变可独立•

存在，糖尿病心肌病患者死后尸检发现心肌损伤

床上缺乏诊断标准，症状不典型，因而对糖尿病心肌病认识•

不足，重视不够，这也是造成糖尿病患者在围术期死亡的重

要原因



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CAN） 
糖尿病患者，CAN发生率为20％－40％•
其主要特点： •
1、休息时心动过速。由于糖尿病早期累及迷走神经，因此交感神经处于相对
兴奋状态，故心率常有增快倾向，在静息状态下HR＞90次／min应疑有自主神
经功能紊乱 
2、体位性低血压。当病人从卧位起立时如SBP下
降＞4kpa(30mmHg)，DBP>2.67kpa(20mmHg)称为体位性低血压。其主要机
制可能由于血压调节反射弧中传出神经损伤所致

3、无痛性心肌梗死。约42％可为无痛性心肌梗塞。主要是由于自主神经损害
所致

4、心血管系统对运动和应激反应下降 
5﹑心率变异性（HRV）多有异常改变
在这类病人中，麻醉诱导和气管插管时往往无明显的心血管应激反应（HR
，BP），但可引起心输出量下降和低血压，且对肾上腺素无反应。在麻醉
期，术前有CAN者，术中可因各种应激突然发生心跳骤停或猝死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主要发生在1型糖尿病病人•

当内源性或外源性胰岛素不足时，脂肪分解代谢增加，即游离脂肪酸在肝脏内代谢为酮体•

诊断：•

（1）病人有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及呼吸增快、呼气中有苹果味、精神萎靡，严重者可昏迷

（2）血糖中等度升高17-27mmol/l(300-500mg/dl)；尿酮体阳性

（3）动脉血气分析呈代谢性酸中毒，阴离子间隙大于12（阴离子间隙＝[Na+]- [HCO3
-]-[Cl-]）

（4）因血糖高而呈渗透性利尿，血管内容量减少，k＋自细胞内转移至细胞外，故早期可正常

或升高   

治疗：

（1）补液：第一小时应当补0.9%生理盐水1000-2000ml，输液可促进酮体由肾脏排出

（2）先给予负荷剂量胰岛素5-10U，后持续小剂量胰岛素 0.1 U/kg/h 

（3）当pH＜7.0时，可应用碳酸氢钠纠正代谢性酸中毒 

（4）随着代谢性酸中毒的纠正，钾重新进入细胞内，故血钾可降低。一旦出现应当及时纠正

（5）动态监测血糖和酮体



高糖高渗非酮症昏迷
主要发生在2型糖尿病病人•
患者血浆胰岛素水平虽可足以防止酮体的生成，但却不能预防高血糖所•
致的高渗性利尿，所以病人有明显的脱水

血糖常大于33mmol/l(600mg/dl)，而血浆渗透压则高于350mOsm/l•
血管内容量丢失可致低血压、心动过速、血液浓缩•
病人可昏迷、烦躁不安，非酮症代谢性酸中毒•

    治疗：•
   （1）补充大量0.45%生理盐水，降低渗透压至350mOsm/l以下，再输
注0.9%生理盐水
    （2）负荷剂量胰岛素15U，后持续静滴小剂量胰岛素 0.1 U/kg/h，使血
糖缓慢降低达16.5mmol/l(300mg/dl)，再降低胰岛素输注剂量0.05 U/kg/h
   （3）补充电解质



低血糖症

当血糖低于2.8mmol/l(50mg/100ml)时，可引起意识丧失及脑功能•

的不可逆性损害

低血糖时可引起低血压、脉压窄、出汗；也可刺激儿荷酚胺的释•

放增加而呈现高血压、心动过速等症状，而在麻醉状态下常被误

认为“浅麻醉”以致贻误诊治，故对糖尿病病人手术期间及术后

出现的难以解释的低血压或清醒延迟者，应考虑发生低血糖的可

能

低血糖时使用β阻断剂时应谨慎，其可抑制脂肪分解，导致血糖进•

一步降低

术前口服降糖药者术中易出现低血糖，因其代谢慢，作用时间可•

长达24-36小时，因此术前日可酌情考虑停用口服降糖药



麻醉关注点

糖尿病人手术麻醉：主要危险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相关脏•

器功能改变，如心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等

由糖尿病本身引起的死亡例数已明显减少，而糖尿病的慢性•

并发症已成为糖尿病病人的主要死亡原因

因此，应重视这些脏器功能的术前评估和治疗，以保证病人•

处于最佳的术前状态



术前评估

轻型糖尿病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病人，无糖尿病并发症，这•

类病人对手术和麻醉的耐受性较好，围术期死亡率与常人无

异

但病情较重或已出现糖尿病并发症的病人，如合并了心血管•

疾患时死亡率为常人5倍，手术和麻醉的风险性增加

所以，麻醉医师通过术前访视病人，充分了解病情  •



首先根据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确诊糖尿病•

术前应详细了解病人的糖尿病类型，是否有低血糖、酮症酸中毒•
和高渗性非酮症昏迷等病史

血糖最高水平、现在控制血糖的方法（饮食、口服降糖药、胰岛•
素）及所用药物剂量以及用药效果

应注意药物作用高峰及其降低血糖的效应，如应用胰岛素后常常•
出现低血糖反应者，提示病人糖原储备较低，需特别注意血糖变

化

手术前血糖控制标准：•
   （1）无酮血症，尿酮体阴性
   （2）空腹血糖应不高于8.3mmol/l

        （3）尿糖（++）或(+)

术前评估



判断有无糖尿病的并发症及对全身脏器的影响•

有无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失衡•

对伴有器官（如心、肾）功能损害者，应进一步了解其功能•

受损情况

了解ECG有无异常、必要时行血管检查及心脏运动负荷试验•

BUN检查结果，必要时应检查肌酐清除率•

一般来讲，具有全身或重要脏器功能受损的并发症，如心肌•

受累、肾脏病变、严重感染等，可加重糖尿病病情和代谢紊

乱，增加麻醉处理的困难

术前评估



合并有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慎用β受体阻滞剂，当病人低血•

糖时可能出现严重的心动过缓，麻醉药物可能增强β受体阻滞

剂的作用

使用利尿剂特别是排钾利尿药时，应密切监测血钾，因为即•

使轻微的酸中毒都可导致全身钾的丢失

合并有冠心病、缺血性心脏病和外周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

手术和麻醉期间血流动力学波动较大，手术和麻醉的危险性

增加

术前评估



合并有自主神经病变的患者，病人在静息状态下即有心动过•

速表现

因自主神经受累导致体位性低血压，心脏对应激反应能力降•

低，麻醉和手术的风险性增加

对已有外周神经病变者，应了解感觉神经麻木的程度和范•

围，以及运动神经障碍的程度

如运动神经病变严重，对肌肉松弛药反应可能异常•

术前评估



肾功能不良的糖尿病患者，其代谢胰岛素的能力减低，需减•

少胰岛素的用量

术后伤口感染以及愈合不良是重要的术后并发症•

有统计表明目前有17％的糖尿病患者发生隐匿性感染•

术前评估



糖尿病人围术期监测和调控重点

BP、ECG、SPO2，有条件应监测CVP、MAP、肺动脉嵌压•

术中应加强呼吸管理，避免缺氧和二氧化碳蓄•

术中应监测尿量，以了解肾功能状态•

术中应根据病情反复测定血糖、尿糖、尿酮体，依据监测结•

果给予适当治疗

根据监测结果，及时使用心血管活性药物进行调控。但必须•

注意心血管活性药物对糖代谢的影响。



术前及术中胰岛素的应用

非胰岛素依赖型病人：

术前口服降糖药者，最好于术前2-3天改为以胰岛素控制血糖•

术前血糖低于8.3mmol/l者，术日晨可空腹且不给予胰岛素•

手术在4小时以内者，术中可仅输生理盐水，不补糖也不必使•

用胰岛素

对妇女、儿童及手术时间长者，术中可补充葡萄•

糖0.2mg/Kg/h，并按1：4（每4克糖补充1单位胰岛素）给予

胰岛素

手术期间应监测血糖，血气，尿糖及尿酮体，以指导治疗•



麻醉处理
全麻降低红细胞膜胰岛素受体的亲和力,对葡萄糖的利用能力下降，加•

重2型糖尿病病人的胰岛素抵抗，术中血糖升高

椎管内麻醉使交感-肾上腺系统受抑制，应激反应降低，对血糖影响小，•

故属最佳。但应根据手术部位及病情而定

选用全身麻醉时，宜采用快速诱导气管内插管，尤其对于已呈现胃肠道•

麻痹症状者，以防止反流与误吸的发生

疼痛、缺氧、CO2蓄积等可通过兴奋垂体－肾上腺系统而使血糖升高，•

应予以避免

术中应监测血糖、尿糖、血气，对重症糖尿病者应监测CVP和尿量，以•

利于血容量的判断

重度或病程长久的糖尿病可致心、肾、脑等重要脏器功能的损害，给麻•

醉处理带来一定困难，因此术中必须对这些脏器的功能进行监测



手术及麻醉等各种应激性刺激使得临床上难以将血糖控制在•

一个很窄的范围，通常认为围术期可接受的血糖低限是不引

起低血糖发作，高限是不会引起渗透性利尿和高渗性昏迷

术前需口服降糖药的病人在接受短小手术时，术前可不停用•

降糖药

手术中及手术后应反复测定血糖水平•

如行较大手术，应在术前几天停用口服降糖药而改用正规胰•

岛素治疗

麻醉处理



对于术前已使用长效或中效胰岛素的病人，术中胰岛素用量•

应参考术前用量，或先按胰岛素与葡萄糖1：4（即1单位胰岛 

素加入4g葡萄糖液中）然后根据血糖测定结果调整

术中一般不输含糖液体，以免出现高血糖，可选用复方林格•

液或生理盐水

如需输葡萄糖液时，应根据病人血糖检测结果按一定比例同•

时输注胰岛素

麻醉处理



合并严重心脏疾患或自主神经功能异常的病人对血管有抑制•

作用的麻醉药、血管扩张药较敏感，容量不足及失血时易出

现血压下降，且程度较重

另一方面病人对手术操作等刺激敏感性增加，当刺激较强时•

或应用某些血管活性药物时，易出现较剧烈的心血管反应

因此，应维持适当的麻醉深度，麻醉操作轻柔，尽量避免循•

环动力学的剧烈波动

合并有自主神经病变的病人常常胃排空延迟，应注意防止麻•

醉诱导期间发生胃返流、误吸

麻醉处理



急诊手术的麻醉处理

急诊手术的病人患有糖尿病，应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

术前准备，包括了解病情、必要的实验室检查，以及必要的治疗

对于术前已确诊糖尿病病人，且病情稳定，术中应监测血糖、尿•

糖，根据测定结果给予胰岛素治疗，胰岛素应从小剂量开始

（1：4） 

对于糖尿病症状控制不满意而又需急诊手术的病人，应在术前准•

备的同时开始糖尿病治疗，尽量避免出现严重的高血糖和酮症酸

中毒，使水电解质紊乱得到纠正

酮症酸中毒的病人原则上应延缓手术，尽可能在术前纠正酮症酸•

中毒和高渗性昏迷，或边控制病情、边施行麻醉和手术，容量不

足和低血钾得到部分治疗可降低酮症酸中毒引起的心律失常和低

血压



报  道
曾有数例糖尿病并存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ECG呈ST段改变，心脏超声示左•
室顺应性降低。常规麻醉诱导气管插管后发生血压迅速下降，ECG呈T波倒
置，经积极处理后血压逐渐回升，可能是由于CAN以及麻醉药对心肌的抑制
另有1例69岁女性患者行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术，术前有糖尿病史10＋年，伴高血•
压和冠心病，麻醉诱导顺利，但在麻醉维持期血压突然下降，心率减慢，麻黄

素静注无反应，约1min后心跳停止，抢救无效。死亡原因可能是：①严重心脏
自主 神经病变；②糖尿病心肌病或AMI不能除外
总之，糖尿病并发心脏自主神经病变、冠状动脉和外周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
心肌病，这些病变对麻醉影响很大，极大地增加麻醉危险性

有报导糖尿病并存高血压、自主神经病变和功能紊乱者约占50％。严重糖尿病•
自主神经病变可因胃麻痹而引起误吸

麻醉期镇痛、镇静药要小心应用，防止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有人认 为大多数•
突然发生的猝死与此有关



小  结
由于糖尿病患者极易发生心血管并发症，故对年龄大、病程长或具有心•

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NIDDM患者，即使临床上无心血管疾病相关症状，

仍应予以重视，术前应进行心要的无创性心动能检查，尽可能消除各种

危险因素，评估心功能以及麻醉风险，并尽可能降低麻醉风险

在围术期不可只重视血糖的控制而忽视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实际上，在麻醉中严格控制血压对降低心脑血管意外的意义甚至比控制•

血糖更重要 

术前高度重视调整机体内环境稳定•

术前1-2天停用口服降糖药，改用正规胰岛素•

术前血糖必须控制在11.1mmol/l以下，尿酮（-）•

围术期血糖控制在8.3mmol/l以下 •



术中至少每小时监测血糖一次•

由于低血糖可因麻醉掩盖而带来神经系并发症，术中可允许中等•
度血糖偏高，但 < 10mmol/l

重大、危重DM病人术中宜连续输注胰岛素•

DM病人术后易致恶心、呕吐，重视止吐药的应用•

重视心血管危险因素的预防和治疗•

麻醉选择根据手术类型和病情决定，应考虑硬膜外麻醉的优越性•

加强术中、术后的监测•

麻醉诱导平稳，麻醉深度适当，合理用药，注意麻醉药物之间的•
协同作用，加强监测，控制高血糖，力求维持循环功能稳定，这

是并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的麻醉原则

小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