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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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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本成果由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高建林、顾云娟、肖静、鲁菊英和张晓义等同

志根据代谢综合征患者的健康状况，采用多层面、多维度、立体化健康管理模

式对代谢综合征患者基线健康状况和预后进行评估。内容包括流行病学调查、

疾病不同阶段的生活方式指导及行为干预等。 

    创建了简化格式化生活方式干预策略，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实践依据；首次

在中国开展农村居民 43,515 人群大规模调研，证实了作为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适当的饮食方式及运动模式可以减少 MS 的发生率；应用成果为南通市

卫生监督局用于制定量化分级评价标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通过对单纯性

肥胖患者给与 8 周的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干预，有效降低患者的代谢指标及心

血管风险因素；研究结果对代谢综合征及其并发症的防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达到个性化、精准化的治疗目标。 

    课题组发表的 15 篇代表性论文被引用 217 次，其中 SCI 论文 7 篇，影响因

子总计 29.51 分，阶段成果获南通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 项，南通市优秀医学新

技术引进奖三等奖 1 项，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研究生组一等奖指导老师，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颁发的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奖，南通市科

学技术协会第十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优秀论文奖。相关管理理念和方法被

政府采纳，在南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东台、海安、海门人民医院等单位

推广，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及第九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交流，产生了良好

的经济社会效益。 

    同意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一组代谢异常的症候群，包括

高血糖、血脂紊乱、高血压、中心性肥胖、高尿酸等。这些疾病极易导致致残

致死。而发病的原因和预后多与不良的生活方式相关，如吸烟、过量饮酒、缺

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本研究通过对南通地区农村居民的发病特点，临床防

治等关键问题，经过 10 年的系统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省、市厅级课题，

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1.创建了简化格式化生活方式干预策略。（1）简化生活方式干预“以糖尿病饮食，

运动专用章”和“糖尿病自我管理监测记录本”的形式呈现。根据不同组别将印有

简化格式化的饮食及运动方法的图章盖印于门诊病历、发放糖尿病自我管理监

测记录本。（2）专科护士详细解释后，患者将日常饮食、运动、体重及血糖监

测结果记录在发放的本子中，复诊时医护共同评估后予以个体化治疗及糖尿病

相关知识指导和护理干预。（3）简化格式化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干预更有助于改

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体重、糖脂水平，胰岛素抵抗，显著提高生活质量，糖尿

病患者胰岛素注射技巧及糖尿病足自我管理水平。为临床应用简化格式化个体

化生活方式干预提供了实践依据。 

2.证实了作为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的饮食及运动模式可以减少 MS 的

发生率。（1）首次在中国开展农村居民 43515 人群大规模调研，发现 MS 患病

率从 2007-2008 年的 21.6%增加到 2013 年的 42.6%。（2）其流行病学调查揭示



了适当饮用米酒和中度以上体力活动及增加每周的总体力活动量是预防 MS 及

其组分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的保护因素。适当的饮食及运动模式可以减少

MS 的发生率。（3）应用成果形成专家共识，其饮食干预的流行病学方法被南

通市卫生监督局用于实际工作中，制定量化分级评价标准，精准规范了食品安

全监管的常规检查评估。 

3.证实了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干预对单纯性肥胖患者的健康管理具有明确效果。

通过对 46 名单纯性肥胖患者给与 8 周的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800 kcal/d，碳

水化合物< 20g/d）干预，不仅显著减重 9%，糖、脂、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指标均

得以改善，腹部皮下脂肪减少了 19%，内脏脂肪含量减少了 31%，肝内脂肪含

量减少了 73.5%，50%的患者脂肪肝消失，炎症因子水平显著下降，减少了心血

管病的发生风险，有效降低单纯性肥胖患者的代谢指标。 

4.研究成果引用情况：项目组研究成果代表性学术论文 15 篇，其中 7 篇被 SCI

收录。总共被引用 217 篇次。 

5.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及产生的社会效益：研究结果在海门、东台、海安人民医院

得到应用推广。阶段成果分别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第 16 次全国学术会议及中

国慢病管理大会论文交流；饮食干预的流行病学调研方法和研究结果形成专家

共识制定了量化分级评价标准，被南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用，社会效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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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姓名：高建林 

排名：1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南通大学副校长、南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

记 

工作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南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持工作，指导课题设计及实施 

1.指导课题总设计，结合代谢组综合征的高发趋势，将精准医学理念运用到健康

管理和医学实践，进一步挖掘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为更好的诊治提供精准

的靶点。从医疗卫生实践及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层面进行课题设计及实施。

（4-18） 

2.指导南通地区的代谢综合征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建立信息大数据库，得出本

地区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以及发生的的影响因素。 

3.指导临床研究，利用医疗和护理两个抓手，采用不同的生活方式干预模式进行

研究，找到有效的方法进行临床推广。（9-5） 



 

 2. 姓名：顾云娟 

排名：2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内分泌科副主任（主持工作） 

工作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临床研究设计及实施。 

1. 采用短期的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干预单纯性肥胖患者，发现该饮食方法可以

显著降低体重，减少内脏及肝脏脂肪含量，减少炎症因子的表达及心血管疾病

的发病风险。（4-6，4-9） 

2. 采用 SF-36 的生活质量量表对 2 型糖尿病或者进行生存质量及影响因素的评

估，发现对生存质量影响最严重的为总体健康情况，长病程、高龄、中心性肥 

胖等均为影响因素，提示早期诊断治疗，减少腹型肥胖有利于提高 2 型糖尿病

患者的生活质量。（4-11） 

 3. 姓名：肖静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教研室主任 

工作单位：南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的生活方式干预现场调研部分，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5 篇。主持及参与现场调研（43515 农村人群）的课题设计、数据录入

和数据库的管理以及统计学分析。 

1.首次发现农村女性饮酒与代谢综合征存在曲线关系，饮米酒对代谢综合征的患

病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且这种保护作用在较大范围内随米酒摄入量的增加而

加强。（4-2，4-5） 

2. 中度、重度的职业性体力活动以及增加每周的总体力活动量是预防农村居民

代谢综合征及其组分疾病发生的保护因素。中度和重度的职业性体力活动降低

25-45%的患病风险，随着一周总体力活动代谢当量的增加分别降低男性 24%和

女性 19%的患病风险。（4-2 至 4-4） 

3.代谢综合征的高血压患者进行生活方式及药物干预治疗，代谢因子异常的个数

越少，干预治疗疗效越好。（4-1） 

 4. 姓名：鲁菊英 

排名：4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本项目的管理、协调和指导工作（10-5） 

1. 作为我院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全面统筹管理本项目的设计与实施，确

保各方面工作的协调进行。 

2. 协助健康管理中心的信息化大数据库及标本库的建设及运行，为本研究提

供必要的数据库。 

3. 协调不同课题小组的工作，包括流行病学小组、临床研究小组及基础研究

小组，为课题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5. 姓名：张晓义 

排名：5 

职称：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课题设计及护理研究 

1.采取多种模式的生活方式干预。从不同层面、多维度、立体化干预。简化生活

方式干预“以糖尿病饮食，运动专用章”和“糖尿病自我管理监测记录本”的

形式呈现，便于反复查看、回忆、记录、分析，避免了填鸭式教育对教育效果

的不良影响，提高了教育者工作效率。（证明材料 4-14,9-3,9-4） 

2.通过与家属参与贯穿行为转变的始终，按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饮食、运动、胰

岛素注射、自我监测、足部护理、心理等方面干预。提高生活质量及自我管理

水平。帮助患者糖尿病的控制及达标，改善代谢状况。（证明材料 4-11,4-12,4-13） 

3、发明胰岛素注射规范化管理系统和糖尿病护理器具，以期待在糖尿病患者中

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证明材料 1-1 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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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位名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单位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提供了技术保障及经费、设

备、人员支持。同时对该项目实行全程质控, 确保科研项目高质量地按进度计划

完成。在本项目成果的应用和推广中，积极组织，做好推荐及沟通工作，使该

成果得以在兄弟医院得到顺利推广。 

2. 单位名称：南通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研究团队的科研用房、仪器设备购置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在科研经费方面给予支持，确保团队成员在项目实施期间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