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相关并发症
为了长远健康着想，请留意您的糖尿
病。如果您可以妥善管理糖尿病，并
且总体上保持身体健康，您就可以降
低罹患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最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有哪些？
与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包括：
»»

对大血管的损伤（大血管 / 心血管并发
症），导致心脏病发作、中风或下肢循
环问题

»»

对小血管的损伤（微血管并发症），导致
眼部、肾脏、足部和神经问题

»»

对人体其他部位的损伤，包括皮肤、牙
齿和牙龈。

大血管
糖尿病患者体内大血管受损的主因是动脉
粥样硬化。当血小板 - 成分为胆固醇和其
他脂肪 - 在血管壁内堆积时，就会发生动
脉粥样硬化。结果导致血管变窄，流向器
官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液减少。
如果血小板破裂，就可能形成血凝块，血
凝块可完全拦阻器官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血
液供应。向心脏、大脑和下肢供血的血管
可能会受到影响。

NDSS 求助热线 1300 136 588

ndss.com.au

National Diabetes Services Scheme（国家糖尿病服务计划）是澳大利亚政府在 Diabetes Australia 的协助下实施的一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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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
»»

血流量减少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

当心脏内的血管被阻塞并且心肌受损时，
心脏病就会发作。

»»

»»

下肢
»»

通往下肢的血流量减少了，可能会影响
您 的 双 腿 和 双 脚。 这 被 称 为 外 周 血 管
疾病。

心脏病发作的症状可包括严重的中央胸
痛或碾压感 - 这种感觉可能会向上移动
至颈部或沿左臂移动，或导致呼吸困难。

»»

这可能导致疼痛、下肢和脚部冰冷及褪
色、伤口愈合缓慢、腿部皮肤出现光泽
以及行走时臀部、大腿或小腿疼痛。

部分糖尿病患者可能会由于神经受损而
没有任何心脏病发作的症状。

»»

下肢若长期缺血可导致溃疡和感染，从
而增加截肢的风险。

大脑

如果您有以下情况，大血管受损的风险会
更高：

»»

血流量减少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

当通向大脑某个部分的血管的血液供应
突然受阻时，就可能发生中风。

»»

血糖水平高于目标范围

»»

患有高血压

中风的症状可包括身体一侧虚弱或麻木、
面部一侧下垂或说话困难。

»»

血脂（胆固醇或甘油三酸酯）水平高

»»

超过健康的体重范围或存在腰间肥胖

»»

吸烟

»»

拥有心脏病家族史。

»»

在每年的糖尿病检查期间（亦称年度护理
周期），您的医生可以检查您是否存在大
血管受损的风险。
小血管
血糖水平长期居高可能会对眼部、肾脏和
神经内部的小血管造成损伤。
眼部
»»

随着时间的推移，视网膜中的小血管可
能会受损，渗出液体或出血。这被称为
视网膜病变。

»»

其他眼部疾病 - 例如白内障和青光眼 - 在
糖尿病患者中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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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及早发现和治疗，可以更好地控制
眼部疾病。

»»

让验光师或眼科医生（眼科专科医生）
至少每两年检查您的眼睛一次，看看是
否有早期的损伤迹象。

肾脏
»»

高血压和高血糖可能会损伤肾脏内的小
血管。结果会导致过滤血液的微细血管
渗漏以及肾脏功能不正常。这被称为糖
尿病性肾病。

»»

让您的医生每 12 个月至少检查您的肾脏
一次。其中包括尿液检查和血液检查，
这些检查也是您每年的糖尿病检查（亦
称年度护理周期）的一部分。

»»

及早发现和治疗肾脏问题可达到最佳
效果。

神经
»»

高血糖、大量饮酒和其他疾病可能导致
神经损伤。

»»

腿部、手臂和手部神经可能受损。这被
称为周围神经病变。神经受损可能引起
疼痛、刺痛或麻木。

»»

神经受损还可能影响您的胃（胃轻瘫）、
肠（腹泻或便秘）、膀胱或生殖器（男
性勃起功能障碍）。这被称为自主神经
病变。

人体其他部位
牙齿和牙龈
»»

当血糖水平长期高于目标范围时，发生牙
齿问题的风险会更高。如果您吸烟，这种
风险就会增加。

»»

牙齿问题可包括蛀牙、牙龈感染（齿龈炎）
和牙龈疾病。

»»

牙齿和牙龈感染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

»»

牙齿问题的迹象包括口干和疼痛、牙龈肿
胀或出血。

»»

每天刷两次牙并且每天用牙线清洁以防止
牙齿问题，这非常重要。定期看牙医也有
助于保持口腔健康。告诉您的牙医您患有
糖尿病。

皮肤
»»

当血糖水平高于目标范围时，发生皮肤问
题的风险会更高。

»»

皮肤问题可能包括因小血管和神经受损引
起的皮肤极度干燥。另外皮肤感染的风险
也会更高。

»»

您可以通过避免热水澡和热水淋浴、香皂
和家用清洁用品等刺激物来保护您的皮肤。

»»

不想皮肤干燥，就要每天使用保湿剂，但
不要用在脚趾间。

»»

及时治疗皮肤上的任何伤口，以防止感染。

»»

如果您有任何皮肤问题，就去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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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健康的小建议

»»

从各个食物门类中挑选健康的食物，例
如全谷类、水果、蔬菜、瘦肉、鱼和低
脂乳制品。另外，务必限制饱和脂肪和
盐（钠）含量高的食物。营养师可帮助
您挑选出最合适的食物。

»»

定期进行体育活动，因为这是降低血压
和血糖水平的好方法。努力在一周的大
部分日子里每天运动 30 分钟。在开始
任何新的运动或活动计划前请咨询您的
医生。

»»

如果您的体重超过健康的体重范围，那
么即便稍微下降一点也会有助于降低血
压、血糖和胆固醇水平。

»»

不要吸烟。如果您吸烟，请努力戒掉。
如果您觉得无法靠一己之力戒烟，请寻
求帮助 - 咨询您的医生或拨打 Quitline
（戒烟热线）13 78 48。

（在糖尿病团队的帮助下），您可以做几件
事以减少并发症的风险，并且在患有糖尿
病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健康。
»»

与您的医生探讨是否需要在家中监测您
的血糖水平。如果您确实检查了血糖水
平，请努力将其控制在建议目标范围内。
您的医生或糖尿病教育工作者可就您的
个人血糖目标提供建议。

»»

血压要尽可能接近目标范围。目标范围
不能超过 130/80。如果您已患有心脏（心
血管）或肾脏疾病，您的医生会根据您
的个人健康需求向您建议所需达到的目
标 血 压。 每 次 去 看 医 生 时 都 要 求 检 查
血压。

»»

将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酸酯控制在
糖尿病患者的建议目标范围内。您的医
生可能会开出有助于控制胆固醇和其他
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的药物。

尽量定期约见您的医生和糖尿病健康护理
团队，并完成您每一个年度护理周期的健
康检查。这些检查对于评估您的健康和糖
尿病相关并发症的风险非常重要。

您的糖尿病健康护理团
队可以帮助您降低糖尿
病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NDSS
与您

您可以通过 NDSS 获得各种各样的服务与支持，帮助您控制糖尿病。其中包括
NDSS 求助热线和网站提供的糖尿病管理信息。该计划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和教育
课程能够帮助您控制好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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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况说明书仅供参考之用。它不应取代个人医学建议，如果您对自己的健康有任何担忧或有进一步的疑问，您应当联系健康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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