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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F-21对2型糖尿病并大血管病变兔糖脂代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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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FGF-21对 2型糖尿病并大血管病变兔糖脂代谢的影响。方法 建立2型糖尿病动脉

粥样硬化兔模型，实验分为四组，A 组：生理盐水治疗组；B 组：FGF-21 治疗组；C 组：胰岛素治疗组；D 组：

FGF-21+胰岛素治疗组。观察各组治疗前后空腹及餐后2 h血糖、4周末血脂的变化。结果 (1) B、C、D组均较

A组可明显的降低空腹血糖及餐后2 h血糖，三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增加FGF-21剂量时，可有效

地降低血糖及餐后2 h血糖。(2)与Ａ组比较，Ｂ、C、D组均可明显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

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C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组对血脂调节优于B、C两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FGF-21 可改善 2 型糖尿病并大血管病变兔的糖脂代谢，和剂量有一定的相关性；

FGF-21可协同胰岛素调节脂类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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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GF-21 o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in rabbi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ma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Methods Rabbits model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estab-

lished by injection of alloxan, which were then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group A, group B, group C, group D. The

rabbits in the four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saline, FGF-21, insulin, FGF-21 combined with insulin,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were inspected, and th levels of blood lipid

were determined after four weeks.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group A, group B, C and D had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levels of blood glucose,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P>0.05). As

the dose of FGF-21 increased, the levels of blood glucose decreased. (2) Compared with group A, group B, C and

D ha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levels of TC and LDL-C, but increased levels of HDL-C,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B and C (P>0.05). Group D showed significantly superior effect than group B and

C in regulating blood lipid (P<0.05). Conclusion FGF-21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glucose metabolism in rabbi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ma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the effect was related to the dose of FGF-21. FGF-21 in

combination with insulin could improve lipid metabolism.

【Key words】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1 (FGF-21); Type 2 diabetes; Ma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论 著·

糖尿病是全球致残、致死的主要疾病之一，其中

胰岛素抵抗所致高胰岛素血症及脂代谢紊乱是大血

管病变的罪魁祸首 [1-2]。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

(FGF-21)具有与胰岛素类似的糖脂代谢调节作用，可

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具有调脂作用，动物实验证实

FGF-21 可降低体内空腹血糖 [3]。同时 FGF-21 在糖

尿病大血管病变中起重要保护作用；目前临床使用的

降糖药如胰岛素等对抑制β细胞凋亡、促进β细胞增殖

及改善血脂紊乱作用不显著，不能阻止大血管病变发

生发展。因此，本研究拟观察FGF-21在干预治疗糖

尿病并大血管病变兔中的生物学作用，并研究对胰岛

素降糖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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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药品及试剂 雄性纯种新西兰

兔70只，体重1.5~2.5 kg，雌雄各半（由东创实验动物

科技服务部提供）；基础饲料和高脂饲料(含76.5%提

供；基础饲料，20%猪油，3%胆固醇，0.5%脱氧胆酸

钠)，由东创实验动物科技服务部配制；四氧嘧啶，

FGF-21，胰岛素；球囊导管；总胆固醇(Tc)试剂盒、血

清低密度脂蛋白(LDL)试剂盒、血清高密度脂蛋白

(HDL)测定试剂盒（北京中生北控生物工程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建立2型糖尿病及2型糖尿病大血管病模

型 普通饲料喂养70只兔予造模用（其中10只为正

常对照），参考高玲等[4]的2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兔

模型建立方法制造模型。

1.2.2 实验分组及处理方法 2 型糖尿病兔造

模成功后，从成模的兔中随机选出 60只进行大血管

病变造模，再将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组随机分为四

组：A 组：生理盐水对照组 ；B 组：FGF-21 治疗组；C

组：胰岛素治疗组；D 组：FGF-21+胰岛素治疗组。

A、C、D三组每组各 10只，B组 30只。胰岛素剂量按

1 U/(kg·d)皮下注射；FGF-21 剂量按 0.6 mg/kg；为研

究不同剂量 FGF-21 对血糖及血脂的影响，B 组按

FGF-21干预剂量不同进一步分为三个亚组(每个亚

组 10只)：0.3 mg/kg组、0.6 mg/kg组、0.9 mg/kg组，每

日皮下注射 rhFGF-21。

1.3 标本采集及处理 各组动物分别于空腹及

餐后２h耳源静脉采血2 m1，离心后分离血浆，测空腹

及餐后2 h血糖，4周后通过生化自动仪测血脂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2.0统计软件包

分析,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时采

用 t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对血糖的影响 A组治疗前后血糖无

明显变化；B、Ｃ、D三组均可有效降低空腹及餐后2 h

血糖，B、Ｃ、D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剂

量 FGF-21 均可降低空腹及餐后 2 h 血糖，0.6 mg/kg

组及 0.9 mg/kg组降血糖效果明显优于 0.3 mg/kg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6 mg/kg组及 0.9 mg/kg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和表2。

2.2 各组对血脂的影响 与Ａ组比较，Ｂ、C、D

组均可明显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组与C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D组对血脂调节优于B、C两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 论

糖尿病主要通过血脂代谢紊乱引起大血管病

变，血脂代谢紊乱所致脂毒性是胰岛β细胞凋亡及

靶细胞对胰岛素抵抗的关键所在，也是 2 型糖尿病

发病的关键点。目前临床使用的降糖药对抑制β细
胞凋亡、促进β细胞增殖及改善血脂紊乱作用不显

著，不能阻止大血管病变。因此，寻找对抗糖尿病

大血管病变的靶向干预措施，将成为治疗糖尿病大

血管病变的全新策略。

由于兔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与人类有一定的相似

性[5]，且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兔模型具有糖尿病的糖

脂代谢紊乱，同时具有动脉粥样硬化等胰岛素抵抗的

特征，是用于研究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发病机制及治疗

措施的良好动物模型。因此，我们选用新西兰大白兔

作为我们的大血管病变模型，并选用高脂饮食饲养以

及球囊损伤结合高脂饮食饲养的方法制作糖尿病大

血管病变模型，结果也提示，我们可以顺利的建立糖

尿病并大血管病变的模型。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21)能促进内皮细

胞、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等多种中胚层和神经

外胚层来源的细胞的 DNA 合成、细胞分裂，及延缓

细胞衰老[6]。有研究认为成年小鼠FGF-21 mRNA在

肝脏大量表达，在胸腺低水平表达，而在其他组织中

尚未发现[7]。迄今为止FGF-21的确切生物学活性及

其作用机制了解甚少。

我们的研究发现，FGF-21及胰岛素均可有效降

表1 各组2型糖尿病并大血管病变兔血糖的变化(x-±s)

组别

A组

B组

C组

D组

只数

10

30

10

10

治疗前

12.32±2.66

11.78±2.34

12.16±1.25

10.88±2.16

治疗后

12.86±3.02

5.56±1.65

5.73±0.83

4.95±1.22

餐后2 h血糖（mmol/L）

治疗前

16.12±3.14

16.62±2.18

17.16±2.76

14.83±3.15

治疗后

15.96±2.87

5.26±1.96

6.88±0.87

5.96±1.06

表2 B组中不同剂量FGF-21对血糖的影响(x-±s)

组别

0.3 mg/kg组

0.6 mg/kg组

0.9 mg/kg组

只数

10

10

10

空腹血糖（mmol/L)

治疗前

11.78±2.34

11.78±2.34

11.78±2.34

治疗后

9.68±2.02

5.56±1.65

4.22±0.86

餐后2 h血糖（mmol/L）

治疗前

16.62±2.18

16.62±2.18

16.62±2.18

治疗后

11.10±3.06

5.26±1.96

4.38±1.23

表3 各组2型糖尿病并大血管病变兔TC、HDL-C、LDL-C的变化

(x-±s，mmol/L)

项目

TC

LDL-C

HDL-C

A组

3.38±0.87

3.16±1.07

0.68±0.02

B组

1.76±0.36

1.06±0.12

1.66±0.21

C组

1.62±0.52

1.16±0.06

1.38±0.56

D组

0.43±0.16

0.57±0.05

2.7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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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 (STAT4)基因 rs7574865位点单核苷酸多

态性（SNP）与其mRNA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以TaqMan MGB探针法在 163例SLE患者中对STAT4

基因 rs7574865位点的SNP进行分型，用TaqMan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以上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中 STAT4 mRNA表达水平，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SLE患者中G等位基因频率为 49.7%，T

等位基因频率为50.3%，G/G型纯合子患者的比例为22.7%，G/T型杂合子患者的比例为65.0%，T/T型纯合子患

者的比例为 12.3%。具有G/T型的SLE患者的STAT4 mRNA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具有G/G型或T/T型的SLE患

者（P<0.05）。结论 STAT4 rs7574865位点SNP与STAT4 mRNA表达水平具有相关性，具有G/T型的SLE患者

的STAT4 mRNA表达水平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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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腹及餐后血糖水平，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二者联合应用于糖尿病兔时，也可有效降低空腹及餐后

血糖水平，但三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

FGF-21 具有调节血糖作用，其效果与胰岛素相当，

FGF-21和胰岛素无协同降低血糖作用。我们的研究也

发现，不同剂量FGF-21均可有效降低空腹及餐后血糖，

中大剂量可较好降低血糖，而无低血糖反应出现，提示

FGF-21不会出现类胰岛素低血糖反应。

脂毒性与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有效调节脂代谢平衡、改善胰岛素抵抗可降低糖尿

病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我们的研究发

现，FGF-21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水平，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而胰

岛素组也可有效调节血脂作用，提示FGF-21具有类胰

岛素作用及调节脂类代谢作用[8]。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D 组较 B、C 组可更有效地降低 TC 及 LDL-C，升高

HDL-C，提示FGF21和胰岛素可协同调节脂类的代谢，

综上所述，FGF-21在糖脂代谢的调节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对防治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Butler AE, Janson J, Bonner-Weir S, et al. β-Cell deficit and in-

creased β-Cell apoptosis in humans with type 2 diabetes [J]. Diabe-

tes, 2003, 52(1): 102-110.

[2] Lamarche B, Tchernot A, Moorjani S, et al. Small, dense low-densi-

ty lipoprotein particles as a predictor of the risk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in men: Prospective results from the Quebec cardiovascular

study [J]. Circulation, 1997, 95(1): 69-75.

[3] Kharitonenkov A, Wroblewski VJ, Koester A, et a1. The metabolic-

state of diabetic monkeys is regulated by fibroblast growth fac-

tor-21 [J]. Endocrinology, 2007, 148(2): 774-781.

[4] 高 玲, 陈 琴, 康丽娜, 等. 糖尿病和非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兔

模型的建立[J].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2007, 15(3): 279-281.

[5] Rekhter MD. How to evaluate plaque vulnerability in animalmodels

of atherosclerosis? [J]. Cardiovase Res, 2002, 54: 36-41.

[6] Olsen SH,Garbi M, Zampier N, et al.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

homologous factors share structural but not functional homology

with FGIFs [J]. J Biol Chem, 2003, 278: 34226-34236.

[7] Nishimura T, Nakatake Y, Konishi M,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FGF,FGF-21,pre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the liver [J]. Biochim Bio-

phys Acta, 2000, 1492: 203-206.

[8] Kharitonenkov A, Wroblewski VJ, Koester A, et al. The metabolic

state of diabetic monkeys is regulated by fibroblast growth fac-

tor-21 [J]. Endocrinology, 2007, 148: 774-781.

(收稿日期：2012-09-13)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4基因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其mRNA表达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李 博 1，胡秋侠 2，钟贵芳 3，何伟珍 1，孔卫红 1，陈雅硕 1，谢 燕 1，陈新鹏 1，戴莉萍 1，黄进贤 1，叶志中 1

（1.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香蜜湖风湿病分院风湿科，广东 深圳 518040；

2.深圳市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广东 深圳 518040；

3.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广东 深圳 518040)

【摘要】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 (STAT4)基因 rs7574865位点单核苷酸多

态性（SNP）与其mRNA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以TaqMan MGB探针法在 163例SLE患者中对STAT4

基因 rs7574865位点的SNP进行分型，用TaqMan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以上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中 STAT4 mRNA表达水平，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SLE患者中G等位基因频率为 49.7%，T

等位基因频率为50.3%，G/G型纯合子患者的比例为22.7%，G/T型杂合子患者的比例为65.0%，T/T型纯合子患

者的比例为 12.3%。具有G/T型的SLE患者的STAT4 mRNA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具有G/G型或T/T型的SLE患

者（P<0.05）。结论 STAT4 rs7574865位点SNP与STAT4 mRNA表达水平具有相关性，具有G/T型的SLE患者

的STAT4 mRNA表达水平显著增高。

【关键词】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单核苷酸多态性；系统性红斑狼疮

【中图分类号】 R593.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3）04—0471—03

基金项目：深圳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编号：2005C10）；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医疗卫生类）资助（编号：201002145）

通讯作者：李 博。E-mail：genefan@163.com

·论 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3.04.0205

··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