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学生毕业设计作品 

姓    名 向苗 二级学院 临床学院 

专    业 临床医学 学    号 201630001257 

班    级 2016 级临床医学四班 

设计作品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设计作品名称 Ⅱ型糖尿病患者的诊疗方案设计 

前言 

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高血糖则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其

生物作用受损，或两者兼有引起。糖尿病是长期存在的高血糖，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

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慢性并发症可遍及全身重要脏器，导

致大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急性并发症不及时处理，严重可

危及生命。 

完整病历 

姓名：李**                          性别：男 

年龄：74岁                         婚姻：已婚 

民族：汉族                          职业：工人 

籍贯：湖南省长沙市**                现住址：湖南省公安厅**栋**楼**号 

入院日期：2018-11-06 09：22        记录日期：2018-11-06 13：50 

病史叙述者：患者本人                可靠程度：可靠 

主诉：血糖升高 20年，四肢麻木 2年，加重 1周。 

现病史：患者诉 20 年前体检时发现血糖升高，当时无明显口干、多饮、多尿，无

四肢麻木。无视物模糊，于外院就诊，测查血糖：10.3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

17.6mmol/L,诊断为Ⅱ型糖尿病，予精蛋白生物合成人工胰岛素(30R)降糖，患者未予重

视，饮食未控制，2年前出现四肢麻木不适，无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诊断为Ⅱ

型糖尿病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予精蛋白合成人胰岛素(30R)、阿卡波糖降糖，未定期

复诊。1周前感四肢麻木加重，呈蚁行感，无活动受限，无下肢水肿，无视物模糊，无

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无胸闷、气促，无咳嗽、咳痰，无畏寒、发热，无腹泻、

腹痛，无心前区疼痛，无抽搐，为求系统治疗，患者遂于今日来我院门诊就诊，门诊拟

“Ⅱ型糖尿病”收入我科，自此次起病以来，患者精神、食纳、睡眠一般，大小便正常，



 

 

体重无明显变化。 

既往史：诉 2 月前体检时监测血压：160/80mmHg,未重视。否认“冠心病”病史，

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病史，对“青霉素”过敏，否认食物过敏史，无手

术外伤及输血史，预防接种史不详。 

系统回顾： 

头颅五官：无视力障碍、耳聋、耳鸣、眩晕、鼻出血、牙痛、牙龈出血及声音 

嘶哑史。 

呼吸系统：未见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咯血、发热、盗汗，否认与肺结核患 

者有密切接触史。 

循环系统：无心悸、活动后气促、心前区痛、下肢水肿、腹水、头晕、头痛、 

晕厥、血压增高史。 

消化系统：无嗳气、反酸、吞咽困难、腹痛、腹泻、呕吐和黑便史。 

泌尿系统：无尿频、尿急、尿痛、血尿、尿量异常、排便困难、血压增高、颜 

面水肿史。 

内分泌与代谢系统： 无怕热、多汗、乏力、头痛、视力障碍、烦渴、多尿、 

水肿、显著肥胖或明显消瘦史。无毛发增多或脱落、色素沉着，性功能改变。 

造血系统：无皮肤苍白头晕、眼花、耳鸣、记忆力减退，心悸、舌痛、皮肤粘 

膜出血、黄疸、淋巴结肝脾大、骨骼痛史。 

肌肉骨关节系统：无疼痛、关节红肿、关节畸形、肢体活动障碍及肌无力、肌 

肉萎缩。 

神经系统：无头痛、晕厥、记忆力减退、语言障碍、失眠、意识障碍、皮肤感 

觉异常、瘫痪、抽搐。 

精神状态：无幻视、妄想、定向力障碍、情绪异常史。 

个人史：生于原籍，未到外地久居，无毒物，放射性粉尘接触史及疫水接触史；无

冶游史；无酗酒史，不吸烟，无重大精神创伤史。 

婚育史： 适龄结婚，家人均体健。 

家族史：无特殊病史可询。 

体格检查 

    T 36.0℃ P 65次/分 R 19次/分 BP 160/80mmHg 。身高：165cm，体重：65kg 

，指脉氧：95%，WC：98cm。 

一般状况：发育正常，营养良好，体型正常，呈慢性病容，神智清楚。皮肤、粘膜



 

 

温度较高，干燥，未见黄疸、皮疹或出血点。 

淋巴结：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 

头部：头形正常，头发色黑，有光泽，分布均匀，头部无疤痕，无双颊潮红。 

眼：眼睑无水肿，睑结合膜未见出血点，巩膜无黄染，角膜透明，瞳孔等大等圆对

光反射存在，集合反射存在。 

耳：听力尚佳，无流脓及乳突压痛。 

鼻：通畅，中隔无弯曲，无流涕，鼻窦区无压痛。 

口腔：唇红无干裂，无发绀，两侧无水疱。牙齿排列整齐，牙龈无红肿溢脓，两侧

扁桃体无肿大、红肿。声音无嘶哑。 

颈部：无抵抗，两侧对称，无颈静脉怒张并可见颈静脉搏动气管居中，甲状腺无肿

大。 

胸部：胸廓对称，胸式呼吸，呼吸平稳，节律规整。 

肺： 

视诊：呼吸运动稳定而有节律。 

触诊：两侧胸廓扩张度、语音震颤一致，无胸膜摩擦感。 

叩诊：两侧叩诊音清，两侧肺下界位于锁骨中线第 6肋间，大致相同，肺下界移度

为 6cm。 

听诊：两侧呼吸音正常，未闻及异常呼吸音及啰音，语音共振正常，未闻及胸膜摩

擦音。 

心： 

视诊：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于左侧第 5肋间锁骨中线内 1cm，搏动范围直径约

1.5cm。  

触诊：心尖部无震颤、摩擦感及抬举性搏动，心尖搏动位置同上。 

叩诊：心浊音界如下所示： 

右侧(cm) 肋间 左侧(cm) 

2.5 

2.5 

3 

Ⅱ 3 

Ⅲ 4 

Ⅳ 7 

 Ⅴ 8.5 

左锁骨中线与前正中线之间距离为 9厘米。 

听诊：心率为 65 次/分，心率整齐，无奔马律，各瓣膜听诊区无杂音，无心包摩音。 



 

 

桡动脉：搏动正常，节律整齐，无奇脉或脉搏短绌、水冲脉，血管壁弹性正常，脉

率 65次/分。 

周围血管征：无毛细血管搏动及枪击音。 

腹部： 

视诊：腹对称，无膨胀，腹壁静脉无怒张，无皮疹，瘢痕、胃肠动波及肿物隆起。 

触诊：腹壁柔软，无压痛，反跳痛，振水音及液波震颤，膀胱不胀，肝、脾、肾未

触及。 

叩诊：无移动性浊音，轻度鼓音，肝浊音界存在。肝上界(相对浊音界)在右侧锁骨

中线第 5肋间，双侧肾区无叩击痛。 

听诊：肠鸣音正常 3-5次/分，无血管杂音。 

肛门与直肠：无肛裂、脱肛、瘘管和痔疮，直肠指检括约肌紧张度正常，未发现肿

物，无狭窄及压痛。 

外生殖器：阴毛分布正常，外阴发育正常。 

脊柱：弯度正常，无畸形，活动度正常，无压痛或叩痛。 

四肢：无畸形，无杵状指、趾，无静脉曲张，肌肉萎缩及骨折，运动正常，无红肿、

压痛和关节畸形，关节活动度不受限。四肢浅感觉减退。 

神经反射：皮肤划纹征阴性。腹壁反射，二头肌、膝腱及跟腱反射正常，Babinski 

征(-)，Oppenheim征(-)， Gordon征(-) ，Chaddock 征(-) ，Hoffmanm 征(-) ，Kernig

征(-)，Brudzinski 征(-)。 

实验室及特殊检查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凝血常规、β羟丁酸、电解质、碳酸氢盐、肝功能、肾功能、心肌酶、淀

粉酶、CRP、同型半胱氨酸、甲状腺功能五项、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抗甲状腺过氧化物

酶抗体正常，甲胎蛋白、癌胚抗原、尿微量蛋白正常。（2018-11-07） 

1.血脂：甘油三酯：1.06mmol/L↑，总胆固醇：5.58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38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醇：3.450mmol/L↑，提示血脂代谢异常。（2018-11-07） 

2.血糖(空腹)：8.3mmol/L 提示糖尿病，血糖(餐后 2H)：10.20mmol/L↑提示糖耐

量减低。（2018-11-07） 

3.糖化血红蛋白百分比：8.26%↑，提示近 2-3个月血糖控制不佳。（2018-11-07） 

4.C-肽(空腹)：0.85ug/mL↑，C-肽(2H)：1.57ug/mL↑，提示胰岛水平偏高，胰岛 B

细胞功能减退。（2018-11-07） 



 

 

特殊检查： 

1.心脏彩超示：二尖瓣轻度返流，主动脉弹性减退，主动脉轻度返流，左室顺应性

减退，EF61%。（2018-11-07） 

2.胸部正位片示：双肺无实变，心隔未见明显异常。（患者提供 2018年 9月湖南省

人民医院体检资料） 

3.腹部+泌尿系彩超示：脂肪肝，前列腺轻度增生。（2018-11-07） 

4.甲状腺彩超示：甲状腺左侧叶非匀质性团块，TI-RADS 4级，建议进一步检查，

甲状腺双侧叶低回声结节，TI-RADS 2-3 级(左侧叶 3×3mm，右侧叶 4×3mm)。

（2018-11-07） 

摘要 

患者李雪生，男，74 岁，工人。患者诉 20 年前体检时发现血糖升高，当时无明显

口干、多饮、多尿，无四肢麻木。无视物模糊，于外院就诊，测查血糖：10.3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17.6mmol/L,诊断为 2 型糖尿病，予精蛋白生物合成人工胰岛素(30R)

降糖，患者未予重视，饮食未控制，2 年前出现四肢麻木不适，无头晕、头痛，无恶心、

呕吐，诊断为 2 型糖尿病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予精蛋白合成人胰岛素(30R)、阿卡波

糖降糖，未定期复诊。1 周前感四肢麻木加重，呈蚁行感，无活动受限，无下肢水肿，

无视物模糊，无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无胸闷、气促，无咳嗽、咳痰，无畏寒、

发热，无腹泻、腹痛，无心前区疼痛，无抽搐，为求系统治疗，患者遂于今日来我院门

诊就诊，门诊拟“2 型糖尿病”收入我科，自此次起病以来，患者精神、食纳、睡眠一般，

大小便正常，体重无明显变化。诉 2 月前体检时监测血压：160/80mmHg,未重视。否认

“冠心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病史，对“青霉素”过敏，否认食物过

敏史，无手术外伤及输血史，预防接种史不详。个人史、婚育史、家族史无特殊。 

体查：体温 36.0℃ 脉搏 65 次/分 呼吸 19 次/分 血压 160/80mmHg 身高 165cm 体

重 65kg 指脉氧 95% 腰围 98cm 发育正常，神清，皮肤巩膜无黄染，颈软，颈静脉无

明显怒张，甲状腺无明显肿大，双肺呼吸音清，为闻及明显干湿性啰音，心脏不大，心

率 65 次/分，律齐，未闻及明显杂音，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肾区无叩痛，双下肢

无水肿，四肢浅感觉减退，双足背动脉搏动减退，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生理征正常，

病理征未引出。 

实验室及特殊检查：血常规、凝血常规、β 羟丁酸、电解质、碳酸氢盐、肝功能、

肾功能、心肌酶、淀粉酶、CRP、同型半胱氨酸、甲状腺功能五项、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正常，甲胎蛋白、癌胚抗原正常。 



 

 

血脂：甘油三酯：1.06mml/L 总胆固醇 5.58mml/L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38mml/L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450mml/L 提示血脂异常； 

血糖(空腹)8.3mml/L，血糖(餐后 2H)10.20mml/L； 

糖化血红蛋白百分比：8.26%；尿微量蛋白：7.5mg/L,尿肌酐：5.9ug/mg 肌酐。 

C-肽(空腹)：0.85ug/mL C-肽(2H)1.57ug/mL  

心脏彩超示：二尖瓣轻度返流，主动脉弹性减退，主动脉轻度返流，左室顺应性减

退，EF61%。 

患者提供 5018 年 9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体检资料 胸部正位片示：双肺无实变，心隔

未见明显异常。 

腹部+泌尿系彩超示：脂肪肝，前列腺轻度增生。 

甲状腺彩超示：甲状腺左侧叶非匀质性团块，TI-RADS 4 级，建议进一步检查，甲

状腺双侧叶低回声结节 TI-RADS 2-3 级(左侧叶 3×3mm 右侧叶 4×3mm) 

                                  初步诊断 

                                     1. Ⅱ型糖尿病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糖尿病性大血管病变 

                                       双侧颈动脉硬化并左侧窦部斑块形成 

                                     2.高血压病 2级 很高危 

                                     3.血脂异常 

                                     4.非酒精性脂肪肝 

                                     5.前列腺增生 

                                     6.甲状腺结节 

医师签名：闫琳琳/向苗 

日    期：2018-11-12 

诊断依据 

老年男性，74岁，病程 20年；既往无特殊病史；查体：体温 36℃ 脉搏 56次/分 

呼吸 19次/分 血压 160/80mmHg，身高 165cm，体重 65kg 腰围 98cm，发育正常，神清，

皮肤巩膜无明显恍然，颈软，颈静脉无明显怒张，甲状腺无明显肿大，双肺呼吸音清，

未闻及明显干湿行啰音，心脏不大，心率 56次/分，律齐，未闻及明显杂音，腹软，无

压痛及反跳痛，肝肾区无叩痛，双下肢无水肿，四肢浅感觉减退，双足背动脉搏动减弱，

四肢肌力肌张力长长，生理征正常，病理征未引出。 



 

 

鉴别诊断 

1.尿崩症 

2.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3.肝硬化 

4.慢性肾功能不全 

诊疗计划 

1.内科护理常规，一级护理，陪护，低盐低脂糖尿病饮食，监测血压、血糖情况。 

2.完善相关检查，三大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酶，心电图，血糖，血脂，糖化血红

蛋白。 

3.治疗予糖精蛋白生物人合成胰岛素（30R）、阿卡波糖降糖、丹红活血化瘀、腺苷

钴胺穴位注射营养神经、硫辛酸改善周围神经病变症状等对症支持治疗，检测血压予以

合理降压治疗，根据结果进一步调整治疗方案。 

4.中医治则：滋阴养液。 

5.请上级医生指导治疗。 

 

指导老师：郭奕、闫琳琳/向苗 

     2019年 5 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