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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与长效胰岛素对2型糖尿病患者相关血生化
指标影响的比较
陈秀珊，钟志鹏，李巧环，李 舸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广东 佛山 528305

摘要：目的 比较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与长效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时相关血生化指标影响。方法 对我院2017年
1月~2018年7月期间收治的40例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DPP4抑制剂组（沙格列汀）与长效胰岛素组（地特
胰岛素或甘精胰岛素），经过3月治疗后，检测每例患者静脉血中血糖、胰岛素水平及胰岛素抵抗系数、血脂情况。结果
DPP4组和长效胰岛素组患者的血糖均得到良好控制，两组控制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96，P>0.05），而DPP4抑制剂很
好的改善了胰岛素的敏感性，DPP4组的胰岛素抵抗系数较长效胰岛素组明显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8.11，P<0.05）。
DPP4抑制剂相比较长效胰岛素，DPP4抑制剂在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调控上具有优势，甘油三酯的水平更低而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更高（P<0.05），但在总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调节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PP4抑制剂作为新型2型糖尿病的治疗药物，相比较长效胰岛素能够很好的控制患者的血糖
水平，并且增加患者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也能更好地调节患者的血脂水平。
关键词：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长效胰岛素；2型糖尿病

Effects of DPP4 inhibitor and long-acting insulin therapy on bloo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type 2 diabetes: a comparative study
CHEN Xiushan, ZHONG Zhipeng, LI Qiaohuan, LI Ke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Shunde, Foshan 52830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PP4 inhibitor and long-acting insulin therapy on bloo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type 2 diabetes.Methods 440 cases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in our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7 to July 2018 were
included and divided into DPP4 group (Saxagliptin) and long-acting insulin group (insulin glargine). All patients received
corresponding drugs for 3 months, after which the serum blood glucose, blood lipid, blood insuli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of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and recorded. Result Blood glucose was well controlled in both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control degrees(F=1.296, P=0.578). However, the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of the DPP4 group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ng-acting insulin group (t=8.11, P<0.05). Compare to long-acting insulin, DPP4 inhibitor
improve insulin sensitivity. The level of triglyceride (TG) of DPP4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ng-acting
insulin group, while the level of highly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of DPP4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its counterpart ( P<0.05). indicating that DPP4 inhibitor is better at regulating the level of TG and HDLC.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total cholesterol (TC),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vLDL-C)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between two groups( P>0.05).Conclusion DPP4 inhibitor, as a new drug used for type 2
diabetes,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 and increase the insulin sensibility.
Keywords: DPP4 inhibitors; long-acting insulin; type 2 diabetes

糖尿病主要是由于机体内胰岛素的缺乏或者胰

DPP4抑制剂也即是二肽基酶IV抑制剂，是新发现的

岛素抵抗等引起糖代谢紊乱，造成全身性器官和功

2型糖尿病的新靶点，其主要是通过迅速灭活肠促胰

能的慢性损害甚至功能障碍

。目前，糖尿病已经

岛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糖依赖性胰岛素释

成为危害世界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卫生问题 。2型糖

放肽（GIP）等多种激素，而这一过程能够增加体内

尿病以中年肥胖人群多见，其他普遍特征包括患者

GLP-1和GIP的活性，从而促进胰岛B细胞释放胰岛

常有高血压、胰岛素治疗不敏以及血生化指标的异

素，同时也能够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降低血糖，

常，如血脂、淀粉样蛋白、白介素等 。二肽基肽酶

并且不会诱发低血糖的发生[9-10]。DPP4抑制剂目前

4（ DPP4） 抑 制 剂 是 一 种 新 型 糖 尿 病 治 疗 药 物 [5-8]。

在临床已经广泛应用，但是在2型糖尿病的治疗中与

[1-2]

[3]

[4]

传统的长效胰岛素的对比值得研究，并以此指导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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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降糖药在临床应用中的更加有效的协调配合，以
达到最佳疗效。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研究DPP4抑制剂
与长效胰岛素分别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时，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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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相关血生化指标的变化，以探讨DPP4抑制

两组均加二甲双胍0.5 g/次，3次/d，连续治疗3月，如

剂和长效胰岛素之间对患者血生化影响的差异。

治疗期间出现低血糖反应则适量调整剂量。
1.3 研究指标及检测

1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中患者血生化指标包括：静脉血血糖、血

1.1 一般资料

脂（包括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

对我院2017年1月~2018年7月期间收治的40例

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系

2型 糖 尿 病 患 者 ， 诊 断 标 准 为 ： 空 腹 血 糖 （ FPG） ≥

数，胰岛素抵抗系数计算公式：Insulin抵抗系数=空腹

7.0 mmol/L（非同日2次），随机血糖≥11.1 mmol/L（非

血糖×空腹胰岛素水平/22.5。以上项目的检测由本

同日2次）。入选标准：为我院住院的初诊2型糖尿病

院检验科完成。

患者或者确诊后的尚未经药物治疗的患者，年龄

1.4 统计学处理

25~70岁，男女不限。排除标准：（1）胰岛素自身抗体、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实验结果均以均数±标

谷氨酸脱羧酶抗体、胰岛细胞抗体阳性；（2）合并糖尿

准差表示，两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以

病严重并发症和严重心、肝、肾疾病；（3）既往有胰腺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炎、胰腺癌、甲状腺髓样癌以及2型多发性内分泌瘤
综合征病史或家族史；（4）炎性反应性肠炎和糖尿病

2 结果

胃轻瘫患者 。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DPP4抑制

2.1 DPP4抑制剂组与长效胰岛素组治疗后患者血糖

剂组20例（沙格列汀）与长效胰岛素组20例（地特胰岛

和胰岛素水平的比较

[11]

素或甘精胰岛素）。各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构成、疾病

经过4月的治疗后，DPP4组和长效胰岛素组患

严重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者的血糖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两组间控制程度差

1.2 分组及患者管理

异无统计学意义（F=1.296，P=0.5783），长期长效胰岛

所有患者纳入本研究前，均进行适当的糖尿病

素的使用导致了胰岛素抵抗系数的增高，而DPP4抑

基础治疗。DPP4抑制剂组用药情况为：沙格列汀：

制剂则很好的改善了胰岛素的敏感性，DPP4组的胰

5 mg，1次/d，口服。长效胰岛素组用药情况为：地特

岛素抵抗系数较长效胰岛素组明显更低，差异具有

胰岛素或甘精胰岛素：10 u（起始），1次/d，皮下注射。

统计学意义（t=8.11，P<0.05，表1）。

表1 DPP4抑制剂组与长效胰岛素组治疗后患者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比较（Mean±SD）
组别

空腹血糖（mmol/L）

总胆固醇（mU/L）

胰岛素抵抗系数

DPP4抑制剂组

6.96±0.15

1.28±0.05

0.40±0.01

长效胰岛素组

8.62±0.17

3.15±0.07

1.21±0.04

F

1.296

3.254

8.110

P

0.578

<0.0001

<0.0001

2.2 DPP4抑制剂组与长效胰岛素组治疗后患者血脂

TG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P<0.05），但

水平的比较

总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

相比较长效胰岛素，DPP4抑制剂在甘油三酯、

固醇水平调节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调控上更具优势，能够降低
表2 DPP4抑制剂组与长效胰岛素组治疗后患者血脂水平的比较（Mean±SD）
组别

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

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PP4抑制剂组

1.50±0.05

3.61±0.17

0.67±0.03

2.11±0.08

1.54±0.06

长效胰岛素组

2.24±0.09

3.99±0.13

0.73±0.03

2.31±0.07

1.27±0.05

F

2.906

1.544

1.058

1.470

1.314

P

<0.001

0.082

0.215

0.066

0.002

3 讨论
糖尿病根据其发病机制的不同，可以分为以胰

岛素绝对不足引起的1型糖尿病，这类糖尿病患者常
有胰岛B细胞的功能的障碍或者胰腺的障碍，以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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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见[12]；另外一类是无绝对性胰岛素的不足，而是
以胰岛素抵抗为特点，以老年以及肥胖患者多见，并
且这类糖尿病患者表现出一定的遗传易感性[13]。目
前，2型糖尿病已经成为危害我国人民群众，尤其是
中老年群众身心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14]。糖尿病患
者的癌症患病率的风险也大大提高，男性患者在消
化道癌症、胰腺癌、泌尿系癌症等，女性在生殖系统
癌症、乳腺癌症等患病率均明显增加[15]。对糖尿病的
患者，血糖的控制至关重要。临床治疗中，长期使用
胰岛素进行血糖控制的患者常常遇到胰岛素抵抗的
现象，患者出现血中胰岛素水平代偿性增高，但是机
体葡糖糖的摄取能力和利用效果逐渐下降[16]。研究
发现，GLP-1的水平异常是导致2型糖尿病和胰岛素
抵抗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目前针对GLP-1水平
异常的DPP4抑制剂是糖尿病临床治疗中的新型药物
[17]
。DPP4抑制剂实际临床应用中，表现出了多方面
的优势，无论是单药使用还是联合其他降血糖药物
使用，均表现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降糖效果，联合用
药 药 物 相 互 作 用 风 险 低 。 在2型 糖 尿 病 患 者 中 ，
DPP4在联合应用长效胰岛素对胰岛素抵抗的改善，
以及DPP4相比较长效胰岛素，在调节患者血相关生
化指标中的效果尚不明确。
本研究从研究通过临床中DPP4抑制剂与长效胰
岛素用于2型糖尿病治疗后患者血生化指标血糖、胰
岛素水平及胰岛素抵抗系数、血脂的水平3方面对比
分析发现，DPP4组和长效胰岛素组患者的血糖均得
到了很好的控制，两组间控制程度无明显差异，而
DPP4抑 制 剂 则 很 好 的 改 善 了 胰 岛 素 的 敏 感 性 ，
DPP4组的胰岛素抵抗系数较长效胰岛素组明显更
低。相比较长效胰岛素，DPP4抑制剂在甘油三酯、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调控上具有优势，甘油三酯的
水平更低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更高，但在
总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的水平调节上无明显差异。DPP4抑制剂作为新
型2型糖尿病的治疗药物，相比较长效胰岛素能够很
好的控制患者的血糖水平，并且增加患者对胰岛素
的敏感性，同时也能更好地调节患者的血脂水平。本
研究认为，DPP4在2型糖尿病的治疗中具有非常良好
的治疗效果，并且相比较长效胰岛素，DPP4能够降低
患者的胰岛素抵抗，促进机体对糖的摄取和利用效
率，并且，DPP4还具有更佳的脂类代谢调节能力。本
项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DPP4与长效胰岛素
之间关于胰岛素敏感性调节的分子机制差异未进一
步研究，需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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