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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
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的疗效及其对患者血糖波动的影响

马淑肖，张军旗，郑亚青

(保定市中医院 糖尿病医院内分泌科，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 目的 观察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T2DM)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血糖波动

的影响。方法 将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2 月我院内分泌科收治的新诊断 T2DM 患者 68 例，按随机表法分为 A

组和 B 组各 34 例。A 组采用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治疗，B 组实施单纯胰岛素泵治疗，疗程 3 周。比较两组患

者的治疗效果及血糖波动情况。结果 治疗后 A 组患者的空腹血糖(FBG)为(6.32±1.36) mmol/L，与 B 组的

(6.27±1.16) mmol/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餐后2 h血糖(2 hPBG)为(7.61±1.95) mmol/L，明显低于B组的

(8.84±1.72)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患者的血糖达标时间、胰岛素用量、体质量变化量分别为

(9.06±2.14) d、(14.87±4.34) U、(0.76±0.14) kg/m2，均明显少于B组的(12.16±2.53) d、(20.23±4.67) U、(2.13±0.69) kg/m2，

上述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低血糖、消化道不适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治疗新诊断T2DM患者不仅能有效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抵

抗，而且不良反应少，不增加体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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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与促胰岛激素分泌异常有关的一种内
分泌系统疾病[1]。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2型
糖尿病(T2DM)的发病率逐渐上升。而T2DM在发病
前常伴肥胖，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因此对新诊断T2DM

进行早期治疗需引起临床的广泛重视。以往通常采
用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可有效降低血糖水平，但易带
来体质量增加和低血糖的困扰。西格列汀作为一种
二肽基肽酶抑制剂，具有良好的血糖调节作用，在糖
尿病治疗中得到广泛认同[2-3]。鉴于此，本研究对新诊
断T2DM患者实施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治疗，旨在
探究其对T2DM患者的临床效果及血糖波动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年 4月至 2015年 2月
期间我院内分泌科收治的新诊断T2DM患者 68例作
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WHO中有关T2DM诊
断标准[4]。排除标准：①心、肝、肾等主要脏器功能障
碍者；②近期内服用降糖类药物治疗者；③合并与糖
尿病相关的急性并发症者；④严重急性或慢性感染
者。将入选患者按随机表法分为A组和B组，每组各
34例。其中A组男性18例，女性16例；年龄23~58岁，
平均(43.5±6.7)岁。B 组男性 19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5~56岁，平均(42.8±6.2)岁。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糖尿病相关知
识宣教并接受食用科室统一制定的糖尿病饮食和运
动治疗。两组患者均实施胰岛素泵治疗(韩国丹纳胰岛
素泵输注诺和锐，由丹麦诺和诺德公司生产)，初始剂量
0.5 U/(kg· d)，并根据血糖波动情况对胰岛素输注剂量
进行调整。每次调整2~4 U，直到血糖控制达标，即空

腹血糖4.5~6.9 mmol/L，餐后血糖7.0~9.0 mmol/L。血
糖监测统一采用课内配置的罗氏牌血糖仪。A组患者
在此基础上同时进行西格列汀治疗(由默沙东公司生
产，100 mg/片)，1片/d，连续治疗3周。

1.3 观察指标 ①分别于治疗前以及治疗后 3

周测定所有患者早晨空腹血糖(FBG)及餐后 2 h血糖
(2 hPBG)；②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血糖控制达标时间、
胰岛素最终使用剂量以及低血糖发生情况；③体质量
变化量=治疗3周后体质量-治疗前体质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配对 t检测，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糖变化比较 与
治疗前相比，两组治疗后的FBG、2 hPBG均显著降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后A组 2 hPBG

显著低于B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血糖达标时间及胰岛素用量比

较 A 组患者的血糖达标时间、胰岛素用量均明显少

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变化比较(mmol/L，x-±s)

组别

A组(n=34)

B组(n=34)

检验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FBG

13.24±2.24

12.97±1.26

0.352

0.558

2hPBG

14.81±2.76

15.03±2.85

0.282

0.605

FBG

6.32±1.36a

6.27±1.16a

0.482

0.542

2hPBG

7.61±1.95b

8.84±1.72b

2.682

0.034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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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及体质量变化比较 A

组低血糖发生率为 5.88%，消化道不适发生率为

8.82%，B组低血糖发生率为14.71%，消化道不适发生

率为8.8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体

质量变化量为 (0.76 ± 0.14) kg/m2，显著低于 B 组的

(2.13 ± 0.69) kg/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346，P<

0.05)，见表3。

3 讨 论

T2DM亦称为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多发于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5]。由胰岛β细胞功能异常或胰

岛素抵抗受阻致使的胰岛素分泌不够充分是引起发

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T2DM治疗主要是通过服用

降糖药或胰岛素输注[6-7]。胰岛素泵是仿照人体生理

特征采取不间断皮下输注，是目前降低血糖水平最为

理想的选择[8]。但由于胰岛素的早相分泌及对胰高血

糖素抑制缺陷，易引起α和β细胞功能异常，进而导致

低血糖和体质量增加，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因

此寻求一种既能有效控制高血糖，又能避免低血糖发

生的治疗方案对 T2DM 的治疗至关重要。西格列汀

是二肽基肽酶抑制剂，它不仅满足以上条件且还能通

过延缓胃排空，克服因服用降糖药导致体质量增加引

起的不良反应[9]。

本文通过对比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治疗方案

以及单纯胰岛素泵治疗方案对新诊断 T2DM 患者的

血糖波动情况。结果发现，两组治疗后FBG、2 hPBG

相比治疗前均显著下降。提示胰岛素泵输注具有明

显的降糖作用，符合何继东等[10]报道结果。且治疗后

A组2 hPBG明显低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

明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对于降低 T2DM 患者血糖

水平的效果要优于单纯使用胰岛素泵。这是因为西

格列汀具有显著改善 T2DM 患者胰岛功能的作用。

西格列汀不仅能刺激胰岛素分泌，亦能促使胰岛血糖

素调节血糖水平。另外，西格列汀对α细胞和β细胞功

能能起到双向调节作用。这也就解释了本文研究结

果中A组胰岛素用量少于B组。与晏涛等报道结果基

本一致，西格列汀能借助葡萄糖依赖形式刺激β细胞

次方胰岛素，同时阻止α细胞释放胰高血糖素发挥其

降血糖作用 [11-12]。另外 A 组血糖达标时间明显要少

于B组，这是因为单纯使用胰岛素泵并未发挥胰岛素

和胰高血糖素的作用，因此达标时间相对要长，胰岛

素所需剂量也随之增加。据 Beata 等 [13]研究发现，肠

促胰岛素可直接作用于中枢或通过外周神经传入下

丘脑，可减少食欲，增加饱感，进而抑制胃肠道蠕动和

胃液分泌，从而能有效控制体质量。符合本文结果，A

组体质量变化量明显小于B组。此外，A组低血糖发

生率稍低于B组。究其原因，这是因为西格列汀具有

双向调节作用，不仅能控制高血糖，同时能避免低血

糖的发生。

综上所述，西格列汀联合胰岛素泵治疗新诊断

T2DM患者，不仅能有效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

而且不良反应少，不增加体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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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血糖达标时间及胰岛素用量比较(x-±s)
组别

A组(n=34)

B组(n=34)

t值
P值

血糖达标时间(d)

9.06±2.14

12.16±2.53

5.455

0.000

胰岛素用量(U)

14.87±4.34

20.23±4.67

4.902

0.000

表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A组(n=34)

B组(n=34)

χ2值

P值

低血糖

2(5.88)

5(14.71)

1.433

0.231

消化道不适

3(8.82)

3(8.82)

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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