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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联合阿卡波糖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疗效观察
杨华，王述进，左红，齐婷，刘宋芳

(西安市第九医院内分泌科，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目的 观察二甲双胍联合阿卡波糖对新诊断2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西安市第九医院内分

泌科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期间收治的126例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n=

63)与观察组(n=63)。对照组采用二甲双胍治疗，观察组采用阿卡波糖联合二甲双胍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的空腹血糖值(FPG)、餐后2 h血糖值(2 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胰岛素(FINS)、胰岛素抵抗指数(IR)及不良

反应，并评价两组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更高(90.48% vs 76.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对照组患者的FPG、2 hPG、HbA1c、FINS、IR分别为(9.65±1.52) mmol/L、(14.36±1.36) mmol/L、(8.62±

0.57)%、(7.28±1.45) mIU/L、(5.26±1.73)，与观察组的(9.24±1.47) mmol/L、(14.95±1.25) mmol/L、(8.90±0.59)%、(7.74±

1.32) mIU/L、(5.32±1.7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FPG、2 hPG、HbA1c、FINS、IR分别为

(7.64±0.95) mmol/L、(9.87±1.18) mmol/L、(7.42±0.39)%、(8.56±1.52) mIU/L、(3.48±1.25)，与观察组的(6.67±0.57) mmol/L、

(8.41±1.08) mmol/L、(6.01±0.35)%、(9.48±2.11) mIU/L、(2.83±0.8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治疗

期间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结论 采用二甲双胍联合阿卡波糖对新诊断2型糖尿病疗效确切，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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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属于一种内分泌代谢病症，其发病率
较高，患者临床表现以多饮、多食、视力下降、肥胖等
为主，严重危害人类健康[1-2]。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比较
复杂，主要为胰岛素分泌缺陷及胰岛素抵抗。目前，临
床对于新诊断2型糖尿病的治疗以饮食控制、运动干预
及口服二甲双胍等降糖药为主，虽可以降低患者血糖
水平，但对于胰岛素抵抗状态改善不明显[3-4]。因此，采
用何种药物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是目前临床工作中
面临的难题。基于此，本研究对2型糖尿病患者阿卡波
糖联合二甲双胍治疗，观察临床疗效及胰岛素抵抗情
况，旨在为临床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西安市第九医院内分泌科

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期间收治的126例新诊断2

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各63例。对照组男性35例，女性28例；年龄32~

66 岁，平均(48.55±8.61)岁；病程 1~11 年，平均(5.31±

1.77)年。观察组男性33例，女性30例；年龄33~68岁，
平均(49.01±8.27)岁；病程1~12年，平均(5.58±1.62)年。
本研究已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及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符合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制定的2型糖尿病诊断标准；②临床资料完整；
③年龄 18~70 岁；④依从性好，配合完成本次研究；
⑤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⑥经饮食、运动干预后血糖仍控
制不佳；⑦未经过任何口服药物降糖及胰岛素治疗。

1.2.2 排除标准 ①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②
1型糖尿病；③合并有严重心、脑、肝、肾功能不全者；

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⑤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⑥患
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1.3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给予糖尿病健
康教育、饮食、运动干预。对照组患者给予二甲双胍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国药准字
H32025018)治疗，餐后口服，0.5g/次，3 次/d。观察组
患者给予阿卡波糖(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9990205)联合二甲双胍治疗，其中二甲双胍用法、用
量与对照组一致；阿卡波糖的用法、用量为进餐时口服，
50 mg/次，3次/d。两组均治疗3个疗程，4周为一个疗程。

1.4 疗效评价 参考患者临床症状及血糖水平变
化情况，拟制定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其中显效：临床症状
彻底消失或改善效果显著，FPG≤6.1 mmol/L，2 hPG≤
7.8 mmol/L，HbA1c≤6.0%；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FPG≤7.8 mmol/L，2 hPG≤11.1 mmol/L，HbA1c≤8.0%；
无效：未达到以上标准。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5]。

1.5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FPG、
2 hPG、HbA1c、FINS、IR水平及不良反应。其中FPG、
2 hPG、HbA1c。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FINS、IR、
FINS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IR计算公式为FPG×

FINS/22.5。不良反应包括乏力、头晕、恶心呕吐、发热。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软件处理本研

究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为90.48%，高于对照组的76.19%，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4.629，P<0.05)，见表1。且治疗期间均未出
现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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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治疗前后 FPG、2 hPG、HbA1c 水平比

较 治疗前对照组患者FPG、2 hPG、HbA1c与观察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 FPG、2 hPG、HbA1c 均有所降低，且观察组下降幅

度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FINS、IR比较 治疗前，

对照组患者FINS、IR与观察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FINS均上升，而 IR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FINS

高于对照组，而 IR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3 讨 论

随着社会进步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 2

型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2型糖

尿病是由于胰岛素是一种相对缺乏引起的代谢紊乱

综合征，大部分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状态[6-7]。胰岛素

抵抗是由于多种原因致使葡萄糖摄取利用率降低，机

体分泌胰岛素过多，形成高胰岛素血症，以此来维持

血糖稳定性，所以胰岛素抵抗易引发 2型糖尿病[8-10]。

由此可见，对于新诊断 2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要
控制血糖，还应改善胰岛素抵抗状态[11]。

传统的磺脲类、双胍类、噻唑烷二酮类、α-糖苷酶

抑制剂等口服降糖药物，虽然可通过促进胰岛素释

放，或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或抑制肝糖原异生等途径

对血糖水平进行控制，但对于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效果

不佳[12-13]。目前，二甲双胍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首

选药物，其可以增加肠道对糖类物质的无氧酵解，对

肝糖原异生进行抑制，促进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吸收，

对胰岛素抵抗进行改善，从而控制患者血糖水平[14]。虽

然二甲双胍可以在短时间内控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水平，但其并不能抑制胰岛β细胞功能下降，因此不

能长期有效控制患者血糖水平 [15-16]。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临床疗效较对照组好；治疗后，两组患者

FPG、2 hPG、HbA1c、IR均降低，而FINS上升，且观察

组上述观察指标均优于对照组。与吕春凤等[17]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表明对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采用二甲

双胍联合阿卡波糖进行治疗，可明显提高疗效，降低

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抵抗状态[18]。阿卡波糖为α-葡
萄糖甘酶抑制剂，对抑制多糖、多聚糖分解具有可逆

性，并能有效控制小肠对葡萄糖吸收，从而有效降低

空腹血糖与餐后血糖水平[19]。临床发现，餐后血糖升

高后可导致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障碍、胰岛素抵抗，而

阿卡波糖恰好可阻断这一过程，从而改善患者胰岛素

抵抗状态[20]。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未出

现不良反应，提示采用二甲双胍联合阿卡波糖治疗新

诊断2型糖尿病具有较高安全性。

综上所述，对新诊断 2型糖尿病患者采用二甲双

胍联合阿卡波糖治疗，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控制患

者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状态，安全性高。但由于本

研究收集病例数量不多、观察时间有限，未对二甲双

胍联合阿卡波糖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的远期疗效及

安全性进行评价，今后临床需增加病例数量、延长观

察时间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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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63

63

显效

20

26

有效

28

31

无效

15

6

总有效(%)

76.19

90.48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FPG、2 hPG、HbA1c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63

63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FPG (mmol/L)

9.65±1.52

7.64±0.95

8.024

0.000

9.24±1.47

6.67±0.57a

13.241

0.000

2 hPG (mmol/L)

14.36±1.36

9.87±1.18

12.534

0.000

14.95±1.25

8.41±1.08a

14.983

0.000

HbA1c (%)

8.62±0.57

7.42±0.39

7.243

0.000

8.90±0.59

6.01±0.35a

10.572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FINS、IR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63

63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FINS (mIU/L)

7.28±1.45

8.56±1.52

8.205

0.000

7.74±1.32

9.48±2.11a

11.637

0.000

IR

5.26±1.73

3.48±1.25

6.620

0.000

5.32±1.71

2.83±0.88a

10.277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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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C序贯4T方案与6TEC方案治疗乳腺癌的疗效及耐受性比较
李上芹，苏国森，黄国兴，程少萍

(高州市人民医院乳腺病科，广东 高州 525200)

【摘要】 目的 比较4EC序贯4T方案与6TEC方案治疗乳腺癌的疗效及耐受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

2月至2015年8月在高州市人民医院乳腺病科就诊的60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4EC

序贯4T方案组和6TEC方案组，每组30例，随访至2017年9月。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远期疗效以及耐受性和毒副

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4EC序贯4T方案组患者的近期总有效率为86.67%、肿瘤控制率为96.67%，均高于6TEC方

案组的63.33%和8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1、2年生存率及中位总生存期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在血液毒性方面，4EC序贯4T方案组患者的血小板减少总发生率为50.00%，Ⅲ~Ⅳ级发生率为

6.67%，均低于对照组的86.67%和33.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血小板减少、贫血、血液毒性反应及消化

道、肝功能损害、神经毒性等毒副反应发生率及毒副程度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均未发生

因化疗所致死亡等严重并发症，耐受性较好。结论 4EC序贯4T方案相较于6TEC方案，可提高乳腺癌患者的近期疗

效，且可降低因化疗所致的白细胞减少等毒副反应发生率，耐受性较好，更有利于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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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
一，发病率较高，在临床上以综合治疗为主，如放化疗
巩固根治术后治疗等。可有效的减少复发，抑制癌症
进展，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1-2]。但是细胞毒素类化疗
药物可对卵巢功能造成短暂或永久性抑制影响，对于
非绝经期患者可能引起闭经[3]。研究报道，给药方式、
化疗剂量、化疗方案、患者年龄等均可影响化疗疗效
和引起化疗所致闭经(CIA)及其他并发症发生，且部分
患者对于化疗药物均存在一定的耐药性[4]。蒽环类序
贯紫杉类方案和含蒽环类方案是治疗乳腺癌患者常
见的辅助化疗方案之一，但是对于化疗方案剂量、治
疗周期尚未统一。既往研究大多是探讨不同化疗药
物剂量、剂量密度对乳腺癌患者治疗疗效及耐药性影

响研究，关于治疗周期相关研究鲜有报道。基于此现
本研究通过比较 4EC 序贯 4T 方案与 6TEC 方案治疗
乳腺癌的疗效及耐受性，旨在为治疗乳腺癌患者提供
理论依据，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2月至 2015

年 8月在高州市人民医院乳腺病科就诊的 60例乳腺
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4EC序
贯4T方案组和6TEC方案组，每组30例。其中4EC序
贯4T方案组30例年龄35~78岁，平均(52.62±2.56)岁；
病程1~6年，平均(3.02±1.57)年；TNM分期：Ⅱ期16例，
Ⅲ期 14 例。6TEC 方案组 30 例，年龄 36~75 岁，平均
(53.11±2.62)岁；病程 2~5年，平均(3.05±1.60)年；TNM



··1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