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血糖偏低
要不要减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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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 73 岁的白老伯患糖
尿病、 高血压十几年了， 最近
服用了一种治疗糖尿病的中成
药， 吃完没多久， 白老伯就觉
得犯困， 昏昏沉沉地睡了大半
天， 家里人赶紧把他送到医
院， 经检查确诊为低血糖诱发
脑卒中， 半边身子动不了了。

白老伯的事例就是所谓的
降糖中药惹的祸， 很多号称纯
中药的降糖药里面都添加了西
药成分， 比如优降糖等， 导致
降糖太过诱发低血糖。

为什么低血糖竟然会引发
中风呢？ 这是因为像白老伯这

个年龄段的糖尿病患者， 常常
不仅有糖尿病， 往往还伴有高
血压、 动脉硬化等。 处在低血
糖状态时， 交感神经系统兴奋
会使血管收缩、 心跳加快、 血
压升高， 原本不很通畅的血管
可能就会堵塞， 直接造成中风
和心肌梗死。

这就要求在选择降糖药时
必须从整体考虑， 以作用温
和、 安全性高的降糖药为宜，
更不可自行购买来历不明的降
糖药服用。
广西钟山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魏俊

低血糖使他“疯狂”
进入盛夏， 有 15年糖尿病的李

大爷这天吃晚饭时胃口不是很好，
比平常少吃了一点， 饭后依然和往
常一样散散步， 跟几个老邻居在一
起闲聊、 下棋， 大家玩得正高兴之
时， 他突然一反常态， 一脚踢翻了
棋盘， 手舞足蹈， 大喊大叫。 起初
大家还以为他是在逗大家开心， 可
是没多久就发现不对劲了， 李大爷
好像 “疯” 了， 于是赶快打电话叫
救护车送往医院。 到医院化验血糖
只有 1．2 毫摩尔/升 (mmoI ／L)， 快速
静脉注射了葡萄糖后， 一切才慢慢
恢复了正常。 大家这才知道低血糖
还会让人发狂。

低血糖使她“熟睡”
有 5 年糖尿病病史的李女士，

最近单位工作非常忙经常要加班，
这天回家很晚， 感觉很累很困， 想
睡觉， 就跟家人说先睡一会儿再吃
饭 。 李女士倒头睡下 ， 睡得很
“熟”。 细心的家人发现李女士一动

不动睡得很 “沉”， 而且浑身是冷
汗， 叫也叫不醒， 发现情况不妙，
赶快送到医院。 化验发现是低血
糖， 补充葡萄糖后， 李女士才慢慢
醒了过来。 这次好在家人发现的及
时， 要不然低血糖可能就让李女士
永远 “睡” 过去了。

用“高血糖”做幌子
王先生最近开始使用胰岛素控

制糖尿病， 医生告诉他可以根据血
糖的高低适当调整胰岛素的剂量。
王先生几次测得空腹血糖都高， 就
不断增加胰岛素剂量， 可是增加了
胰岛素以后， 空腹血糖反而越来越
高了。 医生了解情况后， 让王先生
回忆最近半夜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王先生说有时半夜感觉特别饿， 但
为了把血糖控制好就坚持没吃东西。
于是医生让王先生半夜饿的时候再
测血糖。 半夜王先生一测血糖发现
只有 2．5mmoI ／L， 原来是半夜的低
血糖导致了第二天早晨的高血糖。
自此王先生减少了睡前的胰岛素剂

量， 夜间不 “饿” 了。 第二天早晨
的高血糖也降下来了。 原来这可恶
的低血糖还会用高血糖做幌子！

认清低血糖的“真面目”
在大家的印象里， 低血糖就是

心慌、 手抖、 出冷汗。 李全民主任
医师提醒说， 实际上， 低血糖的表
现是多种多样的， 这就使得大家辨
认起来很有难度， 但从中还是能找
出低血糖的 “作案证据 ” 的 。 首
先， 疾病发作是有因可寻的， 如饭
吃少了、 工作累了、 药量加了； 其
次是患者表现的和以往大不相同 ,
一改常态， 如性格变了、 不起床了
等等。

所以提醒患者仔细想想， 认出
低血糖的真面目也不是很难， 是有
章可循的。 只要糖尿病患者感觉和
平常不一样或是家人朋友发现他性
格改变、 一反常态时， 就立即测血
糖， 如果没有条件测血糖就直接去
医院， 以防万一。

莫鹏

������每到夏季， 患有糖尿病的黄阿
姨都会发现血糖会偏低一些， 这个
规律持续了 3 年。 最近， 高温模式
开启， 黄阿姨的“血糖偏低期” 也
如期而至。 这一次， 黄阿姨更为欣
喜， 因为血糖值比以前明显降低
了， 她琢磨着要不要减少药量。

夏季 ， 部分糖尿病患者会发
现， 跟以前吃一样的药， 血糖却有
所下降了。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夏季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增高； 此外 ,还
与部分糖友胃口变差、 大量出汗消
耗多、 睡眠不足等相关。

对于出现夏季血糖偏低的糖
友， 到底要不要减少用药呢 ？ 对
此， 医生指出， 是否要减少药量需
要经过综合评估， 也要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而定。

倘若平时空腹血糖就控制不
好， 如空腹血糖不达标， 即使血糖
值下降， 但还没有出现血糖偏低，
就不需要调整药量。 如果血糖值降
到 5.0 毫摩尔/升 （mmol/L） 左右，
但患者没有低血糖的表现， 也不一
定需要调整药量的。 一般而言， 糖
友血糖值少于 3.9mmol/L 即可诊断
为低血糖， 可大多数糖友血糖在
4.4mmol/L 以下就会出现低血糖的
反应， 这时就要适当调药。 然而药
量怎么减， 则需要医生的指导。

要应对低血糖， 最关键是要加
强血糖监测。 如果血糖不稳每天建
议监测 4 次。 有些糖友有神经病
变， 对低血糖的反应不敏感 ， 因
此， 监测血糖很重要。 另外， 有些
降糖药物， 会出现低血糖风险， 如
所有的磺脲类药物， 药名带有 “格
列” 二字的， 基本都是促进胰岛素
释放的药物， 会有低血糖风险。 此
外， 很多中成药里面有西药成分，
服用不当也会造成低血糖。 因此，
糖友用药， 一定要遵医嘱。

广西南宁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李艳鸣

������经常有糖友问： 多久测一次血糖呢？
一个月 1 次行吗？ 只测空腹血糖可以吗？
更有糖友认为我感觉很身体很舒服， 血
糖一定也不高， 不必监测血糖。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内分泌科焦
凯主任提醒， 这说明一部分糖友没有意
识到监测血糖的重要性。 其实， 糖尿病
有个很迷惑人的现象， 就是往往病人感
觉很良好的时候， 实际身体中的血糖含
量已经超标很多了。 病人随时都需要用
血糖仪而不是凭感觉来掌握自己的血糖。
但是我国只有 8%的患者自觉有糖尿病症
状到医院检测血糖， 还有 20％的患者是
在看眼病时发现的， 有 10%的人则是皮
肤长疖肿， 经过检查是患了糖尿病。

一般血糖监测时间点有 4－7 个， 晨
起空腹、 早中晚三餐后 2 小时血糖、 夜间
22 时、 0 时、 3 时血糖， 但往往夜间血糖
很难去监测， 故平时糖友在家监测前 5
个时间点的血糖即可。 病情相对平稳的
患者， 在生活规律的情况下， 1 周至少监
测一天的血糖， 必要时 2－3 次 ／周； 当然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要随时监测血糖 ，
如剧烈运动后、 饮食量增加、 停止日常
合理运动或感冒、 出现心慌、 出汗等不
舒服的情况下也需要及时监测血糖。 建
议大家养成写血糖日记的好习惯， 记下
每次测量的数值， 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可
以带给医生看， 更有利于调整用药。

丛墨涵

������空腹血糖可反映胰岛功能，
是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指标。 但在
日常生活中， 有不少患者对 “空
腹” 有诸多误解， 有的认为空腹
就是要饿肚子， 饿的时间越长指
标越准， 也有的患者害怕指标会
高， 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不吃或
少吃， 或有意拖延等到 10 点以
后才去抽血。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尹士男
说， 空腹血糖不等于 “饥饿” 血
糖， 测空腹血糖前没有必要故意
的去长时间饿肚子。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 糖尿
病患者空腹时间太长， 血糖化验
结果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低于
实际指标， 容易被误认为血糖控
制得很好； 二是有些糖尿病患者
自身血糖调节极其敏感， 饥饿时
间一长， 会立即调动体内糖元以
供急需， 导致血糖水平反而比平
时高出许多， 这两种假象都会误
导医生做出不正确的诊断而误诊
误治， 有的可能导致病情恶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饿的时间太长，
有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低血糖甚

至昏厥而危及生命。
尹士男说， 化验空腹血糖的

时间最好在餐后 8-12 个小时之
间， 抽血的前一天晚上， 应保持
平时的生活习惯， 正常饮食， 饭
菜宜清淡， 不要喝酒， 饭后不喝
咖啡、 浓茶， 10 点之后不要进
食， 并保证充足睡眠。 第二天早
晨起来后不要吃任何东西， 少喝
或不喝水， 抽血时间最好在清晨
6-8 点， 这样的血标本才能反映
患者的真实情况。

张献怀

低血糖喜欢“变脸”
�������对于每一位糖尿病患者而言， 低血糖肯定不
陌生， 因为在长期与高血糖斗争的过程中， 必然
会和低血糖狭路相逢。 高血糖是个慢性子， 喜欢
打持久战， 一时半会儿不会影响到性命， 它可以
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伤害你。 而
低血糖就不同了， 它是个急性子， 可以在短短几
小时内打垮你， 甚至还会危及到性命。 火箭军总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全民特别提醒， 生活中
的低血糖是很狡猾的， 常常喜欢“变脸”， 用各种
方法伪装自己， 让糖友不易发现它。

监测血糖不可随心所欲

空腹血糖不等于“饥锇”血糖

提防低血糖诱发脑卒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