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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冬胰岛素对Ⅱ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病变的影响
熊英 1，马红娥 2，刘宝堂 3，朱学进 4，韩宝珍 3，薛一南 3

(略阳县人民医院内科 1、呼吸内分泌科 2、心血管内科 3、消化内科 4，陕西 汉中 724300)

【摘要】 目的 评价门冬胰岛素和常规人胰岛素对Ⅱ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病变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略阳县人民医院呼吸内分泌科治疗的759例Ⅱ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

患者用药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常规人胰岛素组(n=373)和门冬胰岛素组(n=386)。对患者进行42个月的随访，比较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患者累积生存率及心脑血管、大血管、微血管疾病发生率，评价门冬胰岛素治疗与患者并发

症发生的相关性。结果 与常规人胰岛素组比较，门冬胰岛素组患者大血管疾病、冠心病、心肌梗死与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TIA)等并发症的发病率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ox回归模型分析表明，门冬胰岛素治疗是预

防患者发生大血管疾病、冠心病、心肌梗死与中风/TIA并发症的保护因素(P<0.05)；Kaplan-Meier曲线显示，门冬胰岛

素组累积生存率显著高于常规人胰岛素组(79.6% vs 66.2%，HR=0.431，95%CI：0.258~0.782，P<0.01)。结论 门冬胰

岛素治疗能降低Ⅱ型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及大血管病变的发病率，提高患者生存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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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insulin aspart and conventional human insulin on the inci-

dence of cardiovascul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759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ho treated in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Endocrinology of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Lueyang County

during January 2012 and December 2013,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adminis-

tratio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human insulin group (n=373) and the insulin aspart group (n=

386). The patient was followed up for 42 month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 and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macr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disea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sulin aspart and complication was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hu-

man insuli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macrovascular diseas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yocardial infarc-

tion,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insulin aspart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Cox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insulin aspart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for ma-

jor vascular diseas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troke/TIA complications (all P<0.05). The Ka-

plan-Meier curve showed that the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 of the insulin aspart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human insulin group (79.6% vs 66.2%, HR=0.431, 95%CI 0.258-0.782, P<0.01).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sulin aspart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and macrovascular diseas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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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糖

尿病发病率在我国逐年上升，已经成为常见疾病，

2013 年我国糖尿病的发患者数已经接近 1 亿，其中

90%为Ⅱ型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中，血糖控制不佳

会导致患者发生多系统、多脏器功能损害，这些损害

会对患者身心造成严重影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

经济负担[1]。其中血管性疾病是糖尿病患者最重要的

一种并发症。Ⅱ型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餐后

2 h 血糖水平与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和死亡密切相

关。而Meta分析同样提示餐后血糖水平与患者心源

性死亡呈正相关[2-3]。因此控制患者餐后血糖是治疗

Ⅱ型糖尿病的重要方法，餐前注射速效胰岛素类似物

门冬胰岛素可比常规人胰岛素更有效地降低餐后血

糖。Pollock等[4]对日本Ⅱ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5年期

随机对照研究，最终发现使用门冬胰岛素能使患者心

血管病变发生率降低43%，这与门冬胰岛素比常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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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更为显著地降低餐后平均血糖有关。为了进

一步确定不同胰岛素强化治疗的临床疗效，寻找治疗

Ⅱ型糖尿病最为有效方便的药物，本研究评价了应用

门冬胰岛素和常规人胰岛素治疗的Ⅱ型糖尿病患者

大/微血管病变的发病率，旨在为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和

预防并发症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3

年 12月在略阳县人民医院呼吸内分泌科治疗且符合

以下纳入和排除标准的759例Ⅱ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

资料。根据患者用药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常规人胰

岛素组(n=373)与门冬胰岛素组(n=386)。纳入标准：

(1)符合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

tion，WHO)制定的Ⅱ型糖尿病诊断标准；(2)使用门冬

胰岛素或常规人胰岛素进行治疗；(4)在我院接受长期

治疗，即确诊前 6个月就诊≥1次，确诊后每半年至少

就诊≥1 次；(4)确诊时患者年龄≥40 岁。排除标准：

(1)治疗期间同时使用门冬胰岛素和常规人胰岛素的

患者或使用预混胰岛素的患者；(2)治疗前有大/微血管

疾病的患者；(3)严重脏器功能不全、恶性肿瘤或内分

泌肿瘤的患者；(4)临床和随访资料不全的患者。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在住院期间均进行有

氧运动训练、糖尿病标准能量饮食及糖尿病知识教

育。在此基础上，常规人胰岛素组患者皮下泵入常规

人胰岛素[诺和笔 4，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批准文号：津食药监械(准)字 2009 第 1150001 号]

治疗，门冬胰岛素组患者皮下泵入门冬胰岛素[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J20150072]治疗。泵用胰岛素初始剂量由临床医师根

据患者血糖及运动、体质量、既往用药史、并发症综合计

算确定。对于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

10 mmol/L的患者，胰岛素日总量为 0.2~0.5 U/(kg·d)，

餐前量与基础量均为 50%。基础量设定为 4 段，即

2：00~8：00、8.00~14：00、14：00~20.00 与 20：00~2：00，

并在早中晚三餐前以4：2：3比例进行餐前量分配。人

胰岛素的皮下泵入时间为三餐前 15 min，门冬胰岛素

的皮下泵入时间为三餐前即刻。

1.3 指标检测与随访 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

糖尿病治疗时间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时间 42个月，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微/大血管

并发症的发病率，及冠心病、心肌梗死、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和外周大血管病变

发病率。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和

肾病。记录并比较患者其他临床指标，包括脂代谢异

常、高血压、降压治疗、降脂药与抗血栓药的使用、低

血糖、Charlson 合并症指数、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

bin A1c，HbA1c)、空腹血糖以及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了避免治疗前患者已得心血管

疾病的干扰，在糖尿病确诊后6个月内诊断出的大/微

血管病变不予考虑。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AS9.2统计学软件进行

所有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采用COX回归分析评价门冬胰岛素用

药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曲线评

价患者的累积生存率，并采用 Log rank 检验进行比

较。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的临床特征 两组同时接受口服降糖

药，其中使用二甲双胍、磺脲类药物、阿卡波糖、中性

鱼精蛋白锌胰岛素与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的患者比例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人胰岛素组

患者高血压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门冬胰岛素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高血脂的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出现低血糖的

患者很少，且治疗前与治疗后低血糖的发生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Charlson合并症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血糖值比较 基线期两组患者

血糖均控制不佳，门冬胰岛素组患者HbA1c与90 min

血糖平均值显著低于常规人胰岛素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或 0.01)。两组患者基线空腹血糖水

平、BMI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

组患者的HbA1c、空腹血糖及餐后90 min血糖均显著

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HbA1c、空腹血糖及餐后90 min血糖及BMI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临床特征

年龄(岁)

糖尿病治疗时间(年)

男性比例

二甲双胍

磺脲类

阿卡波糖

中性鱼精蛋白锌胰岛素

长效胰岛素类似物

降压药

降脂药

抗凝药

低血糖发生率(治疗前)

低血糖发生率(治疗后)

Charlson合并症指数

门冬胰岛素组

(n=386)

61.0±10.2

2.1±1.1

222 (57.5)

101 (26.2)

62 (16.1)

16 (4.1)

184 (47.7)

116 (30.1)

209 (54.1)

124 (32.1)

80 (20.7)

3 (0.8)

12 (3.1)

1.5±0.8

常规人胰岛素组

(n=373)

61.2±9.4

2.2±0.9

214 (57.4)

97 (26.0)

73 (19.6)

22 (5.9)

195 (52.3)

103 (27.6)

233 (62.5)

107 (28.7)

87 (23.3)

3 (0.8)

10 (2.7)

1.4±1.0

t/χ2值

0.281

1.368

0.002

0.003

1.597

1.226

1.613

0.549

5.401

1.059

0.747

0.135

0.123

1.524

P值

0.779

0.172

0.969

0.96

0.206

0.268

0.204

0.459

0.02

0.303

0.388

0.713

0.725

0.128

表1 门冬胰岛素组和常规人胰岛素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x-±s，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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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的血糖值比较(x-±s)

组别

门冬胰岛素组

常规人胰岛素组

例数

386

373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HbA1c (%)

8.4±3.5a

7.8±3.1

2.521

0.012

9.0±3.8

7.9±3.2

4.35

<0.01

空腹血糖(mmol/L)

10.2±3.8

5.8±2.1

19.911

<0.01

10.4±3.8

6.0±2.6

19.49

<0.01

餐后90 min血糖(mmol/L)

10.5±3.2a

6.5±3.4

16.832

<0.01

13.4±4.7

6.8±4.8

18.974

<0.01

BMI (kg/m2)

30.1±4.9

28.9±4.4

3.58

<0001

29.8±5.6

29.9±5.1

0.255

0.798

注：与常规人胰岛素组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门冬胰岛素组

常规人胰岛素组

χ2值

P值

例数

386

373

大血管疾病

90 (23.3)

114 (30.6)

5.069

0.024

微血管疾病

160 (41.5)

159 (42.6)

0.108

0.743

冠心病

75 (19.4)

100 (26.8)

5.823

0.016

心肌梗死

18 (4.7)

35 (9.4)

6.507

0.011

中风或TIA

17 (4.4)

30 (8.0)

4.283

0.038

外周血管疾病

40 (10.4)

67 (18.0)

9.047

0.003

视网膜病变

39 (10.1)

44 (11.8)

0.558

0.455

肾病

54 (14.0)

55 (14.7)

0.088

0.767

神经病变

82 (21.2)

80 (21.4)

0.005

0.945

2.5 生存率分析 Kaplan-Meier曲线显示，42个

月随访后，门冬胰岛素组的累积生存率为79.6%，常规

人胰岛素组的累积生存率为 66.2%，门冬胰岛素组累

积生存率显著高于普通胰岛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R=0.431，95%CI 0.258~0.782，P<0.001)，见图1。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与常规人胰岛素比较，门冬胰岛素

治疗能使Ⅱ型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

发病率显著降低。这一结果提示，速效胰岛素类似物

门冬胰岛素能比常规人胰岛素更好地降低患者发生

心脑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的风险。日本学者进行的

一个 5年期小型随机对照研究也发现，Ⅱ型糖尿病患

者应用门冬胰岛素治疗能够降低心血管并发症发病

风险[5]。Pollock等[6]的研究比较了应用短效常规人胰

岛素(n=162)和门冬胰岛素(n=163)治疗的患者心血管

病变(心肌梗死、心绞痛、脑梗死、冠状动脉支架、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的风险，也得到了与本研究类似的结果。

本研究中门冬胰岛素组和常规人胰岛素组患者

治疗前的空腹血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门

冬胰岛素组患者餐后 90 min血糖显著降低。这提示

与常规人胰岛素治疗相比，门冬胰岛素能更好地改善

Ⅱ型糖尿病患者的餐后血糖。门冬胰岛素组患者餐

后血糖比常规人胰岛素组低约20%，这是因为两种胰

岛素的结构有较大的差别。常规人胰岛素是由基因

控制合成的，通常在皮下注射 30 min 后才能发挥作

用，而门冬胰岛素是由 30%的可溶门冬胰岛素以及

70%的精蛋白门冬胰岛素构成的[7]，门冬胰岛素的合成

采用重组胰岛素技术，将带有负电的门冬氨酸取代人胰

岛素B链28位上的脯氨酸，能够在注射10~15 min后迅

速分解发挥生理作用[8]。门冬胰岛素的生物利用率更

高，同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血清浓度，因

此门冬胰岛素等速效胰岛素类似物能够比常规人胰

岛素发挥更好的治疗作用，生理时间-作用模式明显

表4 COX回归分析门冬胰岛素治疗与并发症发病的相关性

结果变量

大血管疾病

冠心病

心肌梗死

中风或TIA

HR

0.86

0.85

0.7

0.59

95% CI

0.76~0.97

0.73~0.95

0.55~0.89

0.46~0.75

P值

0.041

0.033

0.022

0.043

图1 两组患者42个月Kaplan-Meier生存曲线

2.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与常规人胰岛素

组比较，门冬胰岛素组患者大血管疾病、冠心病、心肌

梗死与中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

tack，TIA)并发症的发病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的微血管疾病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门冬胰岛素治疗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 Cox

回归分析表明，门冬胰岛素治疗是预防患者发生大血

管疾病、冠心病、心肌梗死与中风/TIA并发症的保护

因素(均P<0.05)，见表4。

··2694



Hainan Med J, Oct. 2018, Vol. 29, No. 19 海南医学2018年10月第29卷第19期

优于常规人胰岛素，能更好地模拟人体生理状态下的

胰岛素分泌模式[9]。

研究表明，餐后高血糖和血糖波动比持续高血糖

更容易造成氧化应激反应，引发血管内皮损伤，导致

糖尿病慢性血管并发症及心血管事件发生[10]，而门冬

胰岛素可以更好地改善餐后血糖，改善餐后心肌再灌

注以及心肌收缩和舒张功能。研究发现速效胰岛素

类似物具有与常规人胰岛素不同的餐后药代动力学

模式，不仅可以更好地控制餐后血糖，还能对血管系

统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门冬胰岛素组大血管及心

脑血管并发症风险比常规人胰岛素组显著降低的主

要原因[11]。同时，应用门冬胰岛素后患者血管内皮细

胞功能障碍(动脉粥样硬化)和氧化应激(参与内皮细

胞功能障碍的发病)也比常规人胰岛素得到更大改

善。血管内皮是介于循环血液和血管平滑肌之间的

生理屏障[12]，内皮源性舒张因子和收缩因子之间存在

平衡，血管内皮可调节血管舒张状态，防止血小板黏

附及血栓形成，防止中性粒细胞及其他炎性细胞黏

附于血管壁，调节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血管内皮具有参与血管形成、调节血管张力、抗凝促

纤溶的功能，目前已经证实无论是持续高血糖还是

血糖波动都会对血管内皮功能造成影响。本研究中

发现两组患者微血管并发症发病率无显著差异，这

是可能由于观察时间较短造成的。英国前瞻性糖尿

病研究显示，与传统治疗比较，应用胰岛素-磺脲类

药物的患者 5年随访期间心肌梗死发病率显著降低，

但微血管并发症的两条 Kaplan-Meier 曲线在 10 年后

才分开[13]。

综上所述，在对糖尿病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

临床医师在降低患者血糖的同时，也应当减少患者

血糖波动。与常规人胰岛素相比，速效胰岛素类似

物门冬胰岛素不仅能够降低患者餐后血糖，还可减

少患者大血管与心脑血管病变的发病率，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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