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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管理二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您知道您的ABCDEs吗？

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讨论您的健康目标，

以及如何实现和长期保持这些目标。

A1C*

建议目标：7.0%或以下（适用于大多数糖尿病人）

我的目标   

*时常测量血糖水平。孕妇和12岁或以下儿童的A1C目标则不同。

Blood Pressure（血压）

建议目标：低于130/80毫米汞柱

我的目标  

Cholesterol（胆固醇）建议目标：

低密度脂蛋白(LDL)：2.0毫摩尔/升或更低

总胆固醇与高密度脂蛋白(HDL)的比率：低于4

我的目标  

保护心脏的药物：控制血压药物（血管张力素转

换酶抑制剂/ACE inhibitors，或血管张力素受器阻断

剂/ARBs），降胆固醇药（他汀类药物Statins）或

ASA（阿斯匹灵Aspirin）。即使您的血压或胆

固醇已经达到目标值，这些药物仍然可以保护您

的心脏。

运动/饮食：规律的体能活动，包括健康饮食丶

让体重达到健康状态，并保持下去。

停止吸烟，懂得释放压力。

什么是二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为了利用来自食物的能量，您的身体需要胰岛素。二型糖尿病是指

您的胰腺没有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者您的身体没有适当利用它

所产生的胰岛素。如果您患有二型糖尿病，葡萄糖在您的血液内

聚集，而不是当作能量来被利用。

获得您需要的支持

您可能很难接受您或家人患有二型糖尿病。感到害怕丶震惊丶不知

所措丶甚至恼怒，这些都是正常的。请与其他糖尿病患者交谈；积

极和务实的态度可以帮助您管理您的病情。

另外，您的糖尿病医疗团队可以解答如何管理您的糖尿病的所有问

题。您的团队可能包括一位医生（您的家庭医生或一位糖尿病专科

医生）和糖尿病指导员（护士和营养师）以及一位：

•药剂师

•社会工作人员

•心理学家

•足部护理专家

•内分泌专家

•眼科护理专家

记住：您是医疗团队中的最重要成员。好消息

把您的血糖水平（您血液内的糖量）

保持在您的家庭医疗人员所设定的目标

之内，您就有健康和长寿的生活。

您可以做许多事情来保持健康和管理

您的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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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 管理二型糖尿病

记住，降低血糖和血压-

哪怕是很少 - 将帮助您

变得更健康和保持健康。

可以做的事情！

血糖

您和您的医疗团队应该制定您的血糖水平目标。您需要认识到，您可能需要在

您的生活方式改变（膳食计划和增加运动量）中添加药片和/或胰岛素，以便实现您的

血糖目标。了解一下血糖仪，用它来帮助跟踪您的血糖水平。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管理血糖水平」(“Managing Blood Glucose Levels”)说明

书，并且观看“Managing Your Blood Glucose”录像。

运动

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减轻体重，并且有助于减少压力。每个星期至少做

150分钟（即每星期5天，每天30分钟）中等至激烈的带氧运动。您可能需要从少量

的运动开始，像每天5到10分钟的轻快散步。另外，每星期应该做3次抗阻力

运动（例如举重训练）。如果您刚刚开始，请先向您的家庭医疗人员咨询。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运动」(“Physical Activity”)说明书，并且观看

“ Managing Your Fitness”录像。

健康饮食

吃什么丶何时吃和吃多少，所有这些都对调控血糖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遵守

一个平衡的膳食计划。请您的家庭医疗人员给您推荐一位注册营养师，了解

健康饮食，并且遵守Eating Well with Canada’s Food Guide的建议。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健康饮食须知」(“Healthy Eating: The Basics”)说明书，

并且观看“Managing Your Nutrition”录像。

体重管理

保持健康的体重对管理二型糖尿病特别重要。这样做会帮助您控制血糖丶

血压和血脂水平。有关更多资讯，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保持健康体重」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 说明书，并且观看“Managing Your Weight”

录像。

药物

在某些情况下，二型糖尿病可以通过运动和健康饮食来管理。然而，医生通常

会开口服药和/或胰岛素 － 请根据您的家庭医疗人员的嘱咐来服用。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使用胰岛素」(“Using Insulin”) 说明书，并且

观看“Medication”录像。

生活方式管理

压力会影响您的血糖水平。学会处理日常压力可能会帮助您更好地控制压力。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Managing Your Stress”录像。

戒烟

吸烟和糖尿病是一种危险组合。如果您想认真戒烟，您的家庭医疗人员或

医疗团队可以提供帮助。坚持戒烟。为了您的健康，这样做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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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血压

高血压可能导致眼病丶心脏病丶中风和肾病。您可能需要改变您的

饮食和运动习惯和/或服药，把血压保持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

胆固醇

血液中的高胆固醇和其它脂肪会导致心脏病和中风。您可能需要改变

饮食和运动习惯和/或服药，以便把您的血脂保持在健康水平。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管理您的胆固醇」(“Managing Your 

Cholesterol”) 说明书，并且观看“Blood Pressure and Cholesterol”录像。

眼睛疾病

您需要约见眼科专家，他将为您扩张瞳孔并检查眼病的征兆。您的固定

家庭医疗人员无法在他或她的办公室做此项特别检查。请您的家庭

医疗人员为您介绍一位眼科专家。

足部护理

每次看病时脱掉鞋子和袜子（即使您的家庭

医疗人员或医疗团队忘了问您）。脚趾甲

内长丶足部伤口和疼痛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

学习适当的足部护理。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本套资料中的「足部护理」(“Foot Care”) 

说明书，并且观看“Managing Your Feet”录像。

抑郁和焦虑

这些是糖尿病患者的普遍感觉，并且可能给您的糖尿病控制来带负面

影响。如果您感到您可能有抑郁或焦虑症，请与您的家庭医疗人员或

医疗团队讨论。

肾病

越早发现肾病征兆就越好。为了发现肾病的早期征兆，您必须定期

验尿。您的家庭医疗人员可能会给您开药，以便延迟对您的肾脏造成更

多的损害。

神经损害

如果您的手和脚一直感觉麻木或者「针刺」，请告诉您的家庭医疗

人员或医疗团队。

勃起困难

勃起困难或难以维持是男性糖尿病患者中很常见的问题。不要害羞，

请与您的家庭医疗人员或医疗团队讨论。

二型糖尿病是一种渐进性的终生

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把血糖

水平保持在您的目标范围内

可能会更困难。您的医疗团队

可以通过调整您的饮食计划丶

活动和药物来给您帮助。

血糖监测很重要。与您的家庭医疗

人员一起定期审查您的血糖监测

记录。把血糖仪的结果与实验室的验

血结果进行比较，每年至少一次，

以便确保血糖仪的检测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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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 管理二型糖尿病

了解糖尿病管理的最新知识

成为一名知情患者：通过询问正确的问题保持健康。与您的家庭医疗人员讨论糖尿病基本护理方面的重要检查。

与资料中的说明相比，您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做某些检查。取决于您的健康状况，每个人的目标血糖和血压水平

可能会有所不同。

何时？ 哪些检查？

在诊断时 •肾检查：在实验室验尿

•眼睛检查：由眼科专家通过放大瞳孔来检查

•神经损害检查：使用一根10克的单丝或128赫兹的音叉

•胆固醇和其它血脂检查：验血

大约每三个月 •A1C血液检查*（目标：大多数糖尿病患者为6.5%）

•血压（目标：低于130/80毫米汞柱）

•审查家中血糖监控记录

*如果治疗已经开始，更频繁。

每12个月 •肾脏检查

•每年至少做一次足部检查，如果脚趾甲向内生长或

有任何不愈合的伤口或疼痛，立即检查

•根据结果来检查测量仪

•胆固醇和其它血脂检查

每1到2年 •每1到2年由眼科专家做一次眼睛检查（如果没有出现眼病），

如果出现眼睛疾病，检查要更加频繁。

定期/周期性 •有关勃起方面的问题

•有关抑郁和/或焦虑的问题

•有关健康饮食和运动的问题

Content taken from the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s consumer fact sheet, 
Staying Healthy and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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