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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糖尿病之后的生活

健康饮食1 适当运动2 保持健康3

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给全家人的信息

1300 136 588 ndss.com.au
全国糖尿病服务计划（NDSS）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项举措，由澳大利亚糖尿病委员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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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孕期间患糖尿病称为妊娠糖尿病。

患有妊娠糖尿病意味着你可能有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基因。

许多人都有糖尿病基因，但诊断糖尿病的唯一方法是验血。如果不加以控

制，高血液葡萄糖（血糖）水平会增加眼部、足部和肾脏等器官问题的风

险。  

知道有患2型糖尿病的较高风险，使你可以自我控制。研究表明，体重健

康、多做运动的女性可以延迟或避免患上 2 型糖尿病。健康饮食，每日步

行，也就是怀孕期间你学到的知识，可以帮助你预防或延迟患上 2 型糖尿

病，而且也会向孩子展示如何保持健康，避免糖尿病！

宝宝出生后…
妊娠荷尔蒙（造成葡萄糖从

血液到细胞中输送延缓的荷

尔蒙）会在几天内下降，使

胰岛素更有效地将血糖水平

(BGLs)保持在健康范围。

请家庭医生做口服葡萄

糖耐受测试 (OGTT):

妊娠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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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检查糖尿病状况！

• 宝宝出生后两到三个月

 每100个女性中会有两个在婴儿出生后仍然有糖尿病，因此分娩后尽快进

行测试可以评估葡萄糖（糖）水平是否已恢复到正常范围。

• 找家庭医生做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

 如果你计划再次怀孕。

下表显示了何时要做复查，复查将根据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结果安排。

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结果 在多久之后做下一次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

糖尿病前期 1年

无糖尿病，在更年期之前  2年

无糖尿病，在更年期之后 3年

糖尿病 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 

 你的医生会安排你进行适当的教育与控 

 制。 

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往往

感觉正常，很多年都没有

明显症状。这是为什么看

家庭医生做糖尿病检查如

此重要。这样你就可以清

楚地知道是否患有2型糖

尿病，防止糖尿病问题出

现。

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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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在任何年龄患上糖尿病 (高血糖水平)。如果不加以治疗，高于 

8 mmol/L的血糖水平会造成器官损坏，如眼睛、肾脏、心脏以及双脚。 

如果你有患病风险 (以及曾患过妊娠糖尿病的女性)，定期检查糖尿病可能

会缩短接受治疗前血糖水平偏高的时间。 

选择：

就可以降低或延缓患 2 型糖尿病的机率50%。

为什么糖尿病是个问题？

健康饮食1 适当运动2 保持健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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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早期诊断与控制对保持良好健康、

计划将来怀孕很重要。” 

请记住，即使检查显示你没有糖尿病，也要提醒家庭医生每两年检查一次*,

以避免未经诊断的糖尿病可能造成的问题。

* 与子宫颈涂片检查一起做

“妈妈，我想当一

名医生，那样我就

可以帮你控制肚子

里的糖了！”
患有妊娠糖尿病妈妈的4岁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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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让生活更健康

 过上健康生活

食物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与家人和朋友共同进餐是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以下是可以与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些小点子：

• 让吃饭时间变得更有乐趣。与孩子分享健康的小食

• 每天吃最多3次小食，在主餐时缩减分量，以便可以吃些小食 

• 营养来源多样化，选择你喜欢的食物。

• 炒菜时限制油量，尽量使用植物油，如橄榄油、菜籽油、葵花籽油、 

米糠油。避免使用椰子油或棕榈油，因为其饱和脂肪含量过高。

• 在吃饭时多吃蔬菜。

• 减少米饭量，每餐不超过1平碗（250克）熟米饭，尽量选择低升糖指数米饭或面条 

(如印度香米、Doongara米、荞麦面或米粉）

• 与朋友相约散步，然后停下来喝喝咖啡，吃些点心

• 在食品柜和冰箱中放一些健康的小食

• 你不必为自己单独做饭，健康食物对全家人都是适合的！

可以选择的健康小食举例包括：

煮熟的四季豆和胡萝卜

1小块水果（如一个苹果、橙子、桃子、梨或2个桔子或奇异果或

10粒葡萄）

250克酸奶（查看脂肪含量少于10克/100毫升)。 

如果需要的话选择无乳糖酸奶 

一杯水果沙拉（包括苹果、香蕉、莓果、葡萄、橙子、 

桃子、油桃、桔子或奇异果）

一片全麦面包抹一汤匙花生酱或鳄梨

一杯低脂牛奶或无糖加钙豆奶

干果和无盐坚果（一小把）

5个用清汤煮熟的饺子

一个煮熟的蛋（每周不超过6个，最好是水煮蛋或荷包蛋）

一小段玉米

健康饮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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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清单

购物时把这个有用的指南带上，让你更轻松选择低脂产品： 

面包与麦片 
低于5克脂肪/100克（如果主要是燕麦片，低于10克脂肪/100克）

低脂牛奶 
低于2克脂肪 /100毫升

低脂酸奶 
低于2克脂肪/100克

低脂冰淇淋 
低于5克脂肪/100毫升

低脂奶酪 
低于20克脂肪/100克

全麦或多谷物饼干、甜饼干、蛋糕、小食粑和什锦燕麦粑、 

蛋黄酱、各种沙拉酱和调味汁、汤和方便食品

低于5克脂肪/100克

纤维 
尽量购买含有至少5克纤维/100克的面包和麦片

尽量购买含有至少3克纤维/100克的饼干和小食

钠（盐） 
尽量选择含有低于450毫克钠/100克的食物 (奶酪是低 

于800毫克/100克)，例如用低盐酱油替代普通酱油

向营养师咨询更多有关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信息 

(可以到本地社区健康中心询问，或访问澳大利亚 

糖尿病人联合会网站找到你所在区域的营养师: 

www.daa.asn.au) 。

小
贴
士

去超市时记得

带上标签阅读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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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上健康生活

多做运动对你有多方面的好处！各种运动可以带来许多巨大的乐趣，让你感

觉良好，改善健康，而且也是非常好的放松方式，可以与朋友一同分享快乐

时光。以下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更多运动的一些小点子：

与孩子伴随着他们最喜欢的音乐跳10分钟舞 

把身体活动当作机会，而非浪费时间。

把所有的身体活动都当作改善健康的机会，而非浪费时间。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步行10分钟  

每天尽可能做多种形式的运动。

养成走路或骑车的习惯，而非开车，或者尽量自己亲自做而非使用

省人力的机器。 

与孩子在花园或公园里玩10分钟

在多数日子里 (如果不能全部) 进行总共至少30分钟的体育锻炼。

30分钟 (或更长时间) 的运动可以在一天里累加，每次可进行较

短的运动 (哪怕只有10至15分钟)。多做运动可降低患糖尿病的机

率。 

采取措施让生活更健康

2

10
+
10
+
10
=
30

 适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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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免你和家人患糖尿病的同时，找到享受生活的健康平衡。

为孩子做出榜样。健康饮食与适当运动要相结合。以下是一些让你动起来的

小点子！

在家里和花园里与孩子玩捉迷藏；

做园艺；

带孩子去公园或游乐场；

在公园里踢球或扔球；

送孩子去游泳班，在孩子上课时你也游上几圈；

与孩子玩Wii；

定期计划家庭步行、徒步旅行或骑自行车

全家都应多做运动的理由！ 
多做运动可以：

• 帮助预防心脏病、中风和高血压；

• 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和某些癌症；

• 帮助增强并保持健康的骨骼、肌肉和关节，减少受伤风险；以及

• 促进心理健康。

多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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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上健康生活

坚持123，避免糖尿病… 

咨询家庭医生
每2年做一次糖尿病检查，了解征兆和症状

在怀下一个宝宝前
在下次怀孕前做糖尿病检查

控制体重
恢复到健康体重范围 

       咨询家庭医生！
记得孩子出生后两至三个月以及此后每两年一次咨询家庭医生做糖尿病检

查。*葡萄糖测试可能显示几个结果：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或在正常范围。

“我在孩子出生后做了这个检查，妊娠糖尿病已经没有了”

妊娠糖尿病可能会在孩子出生后‘消失’。如果患过妊娠糖尿病，说明你可

能遗传了糖尿病基因，因此建议定期检查。 

采取措施让生活更健康

保持健康 3

1

1

2

3

将腰围控制在

80厘米以下
小
贴
士

你很可能在孩

子长到十几岁

之前患2型糖

尿病。

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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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  
(称为空腹血糖受损或糖耐量减低)

“我做了这个检查，医生告诉我有糖尿病前期” 

如果糖尿病检查结果表明你是糖尿病前期，这意味着，你很快罹患2型糖尿病

的风险较高。结果并没有在糖尿病范围内，但却高出正常水平。糖尿病前期

的人可通过多做运动及健康的体重目标而逆转血糖水平，使之恢复到正常范

围。应该每12个月做一次血糖耐受测试，以观察血糖水平是否在上升。

糖尿病

“孩子八周大时我又测了一次，血糖还是很高”

有些女性在怀孕前即患有糖尿病，却完全不知晓她们的血糖水平偏高。孩子

出生后进行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可以诊断你是否患有糖尿病。如果你确实有

糖尿病，一定要见医生，帮助控制血糖水平，避免糖尿病相关问题出现。

家族史…

此时最好能与亲属（父母、祖父母、姑妈姨妈、叔叔舅舅）讨论糖尿病。问

问他们是否最近做过糖尿病检查，如果没有，建议他们去看医生做个检查。

问问朋友愿不愿意与你一同散步、一同去游泳或健身来保持健康！

通过遵循一些健康生活步骤可以降

低你（和孩子）患2型糖尿病的风

险，例如被诊断患有妊娠糖尿病时

推荐给你的那些措施。

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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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征兆

注意糖尿病的一些征兆和症状，例如： 

• 频繁去厕所（小便）； 

• 经常感到口渴；以及

• 感到疲惫

咨询家庭医生！
对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早期诊断与控制对良好健康很重要，特别是你计划

将来怀孕。 

曾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有50%的风险会在今后一生中的某个时间患上2型糖

尿病。

很遗憾，生活并非总像你想的那样。记得每两个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中就

有一个会罹患2型糖尿病。选择避免患上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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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怀下一个孩子前

先做一下糖尿病检查！

如果检查表明你有糖尿病，你可以开始适当控制高血糖水平，以免影响到宝

宝。尽量将血糖水平保持在4–7 mmol/L，然后再怀孕。在孕期最好也能保持这

个水平，帮助减少胎儿在发育中出现问题。血糖过高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包括

器官畸形、呼吸问题、腹部肥胖甚至死亡。 

如果检查显示，你有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你一定要去见糖尿病教育专家或糖

尿病专科医生，然后再试图怀孕。怀孕前及在孕期要与医务人员一起努力控制

糖尿病。  

需要与糖尿病护理小组讨论的一些事情有：

• 叶酸：在怀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服用。

• 血液葡萄糖测试: 咨询计划怀孕时要达到的建议血糖水平(4–7mmol/L之间)。

医生或糖尿病教育专家可能会与你商量开始使用胰岛素来帮助控制血糖水

平。

       

我想要再生个孩子

2

在下次怀孕时提早或之

前做口服葡萄糖耐受测

试，检查糖尿病。保持

血糖处于健康范围有助

于降低胎儿患高血糖并

发症的机率。

小
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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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体重 

根据要降低体重的多少，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健康体重。要记住，

如果你超重，任何减重都是好的。减轻6公斤或以上将大大降低患2型糖尿病

的风险。 

设定现实的目标，寻求专业帮助，都有助于你成功控制血糖！请与营养师预

约，获得你和家人的健康饮食建议或减重信息。

采用腰围作为指导，努力保持/达到健康体重范围。

腰围指引（厘米）

18岁以上男女身高体重表

 

 
 

为达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体育锻炼与健康饮

食相结合会达到最佳效果。 

争取保持健康体重

3

 健康  超重  肥胖

男性 94 94-101.9 ≥102

女性 80 80-87.9 ≥88

30
40

140厘米 55” 150厘米 59” 160厘米 63” 170厘米 67”

身高——赤脚

kg

180厘米 71” 190厘米 75”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体重过轻

健康体重

超 重

肥 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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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网站

在以下网站可以查找到更多有关如何延迟糖尿病的信息：

全国糖尿病服务计划 (NDSS)
www.ndss.com.au

澳大利亚糖尿病委员会
www.diabetesaustralia.com.au

澳大拉西亚妊娠糖尿病协会 (ADiPS)
www.adips.org

体育锻炼

在你所在州/领地网站上搜索“体育锻炼”

澳大利亚饮食指引
http://www.nhmrc.gov.au/guidelines/publications/n55



本小册子旨在帮助曾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及其家人和朋友了解糖尿病如何影响到你

和家人。采取措施让生活更健康，降低你和孩子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本小册子是由“妊娠糖尿病之后的生活工作组”代表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和澳大拉西

亚妊娠糖尿病协会协调制作的，拨款来自全国糖尿病服务计划(NDSS)。 

全国糖尿病服务计划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项举措，由澳大利亚糖尿病委员会进行管

理。全国糖尿病服务计划以优惠价格提供糖尿病相关产品，并向糖尿病患者提供一些

信息与支持服务。注册是免费的，而且所有被诊断患有糖尿病的澳大利亚人都可以注

册。请访问www.ndss.com.au或致电1300 136 588。2009年首次发行。请致电澳大利亚

政府翻译服务处(TIS National) 131 450安排电话口译。

“工作组” 在此向在资源发展阶段参与讨论组的女性、伴侣和婴儿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同时感谢帮助协调这些讨论组的员工和希拉里、胡沙娜和詹尼特。

“当我得知患有妊娠糖尿病时，我很担心我的宝宝会有

问题。顺利度过孕期真是让我松了一口气。现在医生告

诉我，我应该小心不要再患上糖尿病。”

10个月大的山姆的妈妈珍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