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江医学 圆园圆园 年第 源愿 卷第 愿 期摇 悦澡蚤灶藻泽藻 再燥怎躁蚤葬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允燥怎则灶葬造 圆园圆园袁灾燥造援 源愿 晕燥援 愿

窑缘远缘窑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对糖尿病肾病影响的研究进展
蔡柳员 袁李强翔员袁圆袁猿银

渊员援 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暨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袁湖南长沙 源员园园员远曰圆援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袁宁夏银川 苑缘园园园员曰猿援 宁夏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袁宁夏银川 苑缘园园园员冤

摇 摇 咱专家介绍暂李强翔袁男袁教授尧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尧医学博士袁博士后袁硕士研究生导师曰现任宁夏回族自治
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尧副院长袁湖南省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曰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常委袁中
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流行病学组委员袁宁夏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袁宁夏老年医学会会长袁入选湖南省
员圆员 创新人才工程尧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野圆圆缘冶工程内分泌学科带头人遥 先后担任中文核心期刊如叶中国老年
学曳等 员园 余本杂志编委或审稿专家遥 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尧中国博士后基金尧宁夏科技厅重点研发项
目尧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 源园 余项袁在 耘灶凿燥糟则蚤灶藻尧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杂志等国内外著名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 源园 余篇袁其中 杂悦陨 收录 员园 篇遥

揖摘要铱摇 糖尿病肾病 渊凿蚤葬遭藻贼蚤糟 灶藻责澡则燥责葬贼澡赠袁阅晕冤是目前导致终末期肾病的常见原因遥 长期高血糖会引起肾脏代谢紊乱和血流动力
学改变袁加重糖尿病肾病进展遥 作为一种新型降糖药物袁钠鄄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鄄圆渊杂郧蕴栽鄄圆冤抑制剂在降低血糖之外有肾脏保护作
用袁主要表现为减少尿蛋白尧调节脂代谢尧减轻体重尧降低血尿酸尧降压等作用遥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抗氧化尧抗炎尧抗纤维化尧改善肾脏

高滤过等方面有关遥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包括泌尿生殖道感染和急性肾损伤等遥 因此袁该文就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在防治 阅晕 中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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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糖尿病肾病渊凿蚤葬遭藻贼蚤糟 灶藻责澡则燥责葬贼澡赠袁阅晕冤作为糖尿病

下降 园援 愿圆豫袁猿园园 皂早 剂量组下降 园援 怨猿豫袁空腹血糖尧餐后

肾脏病渊糟澡则燥灶蚤糟 噪蚤凿灶藻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运阅冤 及糖尿病患者死

摇 血脂代谢紊乱与糖尿病

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慢性

血糖均有显著下降遥

亡的主要原因 遥 如果不严格控制血糖袁随着疾病的

的发病密切相关袁在 阅晕 发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粤栽鄄

竭遥 我国 阅晕 的患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遥 一项横断面

可通过激活 茁 氧化和脂肪酸生成袁促进脂质分解袁干预

咱员暂

发展袁可能会加重肾功能恶化袁最终导致慢性肾功能衰
研究表明袁从 圆园员园 年到 圆园员缘 年袁全国 悦运阅 住院患者中
阅晕 患者所占百分比呈增加趋势渊 由 员怨援 缘豫 上升至

圆源援 猿豫冤袁 阅晕 患 者 占 我 国 悦运阅 住 院 人 数 的 第 员 位
渊员援 员豫冤

咱圆暂

遥 阅晕 可造成肾小球内高压力尧高滤过袁足细

粤郧耘蕴阅陨再耘灾粤 等咱员圆暂 通过基础研究发现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
小鼠的肾脏能量代谢袁从而调节脂代谢遥 酝粤栽栽匀粤耘陨

等咱员猿暂 研究表明袁与安慰剂对比袁达格列净能显著升高 圆

型糖尿病患者的 匀阅蕴鄄悦 水平袁降低 栽郧 水平袁可轻微升
高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遥 肥胖不仅是糖

胞损伤引起微量蛋白尿袁逐渐进展为大量蛋白尿遥 其病

尿病尧冠心病尧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高危因素袁还可增加

理改变表现为肾小球基膜的增厚袁细胞外基质的积聚袁

肾脏事件的发生风险遥 恩格列净可增加白色脂肪组织

进行性肾小管肥大袁逐渐发展为肾小球硬化和间质纤维

中的脂肪利用和褐色变袁促进脂肪酸氧化袁加强能量消

化 遥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渊粤悦耘陨冤和血管紧张素
咱猿暂

域受体拮抗剂渊粤砸月冤作为糖尿病经典治疗药物袁能有效
延缓 阅晕 的进展袁但 粤砸月 和 粤悦耘陨 并不能完全阻止糖尿
病肾病的进展 袁而且由于其高血钾副作用引起的严
咱源暂

耗袁并通过激活 酝圆 巨噬细胞减轻肥胖诱导的炎症和胰
岛素抵抗袁从而减轻体重咱员源暂 遥 一项 猿 期临床试验的汇

总分析显示袁与安慰剂相比袁根据 藻郧云砸 不同水平分组袁
达格列净组在 藻郧云砸 源缘 耀 远园尧远员 耀 怨园尧跃 怨园 皂蕴 辕 渊 皂蚤灶 窑

重性问题袁也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遥 而钠鄄葡萄糖

员援 苑猿 皂圆 冤患者中的体重分别下降了 圆援 员尧员援 愿 和 圆援 猿

圆冤抑制剂是一种新型口服降糖药物袁作用独立于胰岛

摇 在整个 阅晕 的病程中均会出现蛋白

协同转运蛋白 圆渊泽燥凿蚤怎皂鄄早造怎糟燥泽藻 糟燥贼则葬灶泽责燥则贼藻则 圆袁杂郧蕴栽鄄

噪早 咱员缘暂 遥

素袁主要通过抑制近端肾小管上的 杂郧蕴栽鄄圆袁阻断部分转

尿袁蛋白尿的程度与肾小球硬化和纤维化的进展相

的葡萄糖袁降低血糖水平 遥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在治疗糖

体或使用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袁均可以减少近端小管钠葡萄

运体的作用袁调节葡萄糖的重吸收袁从尿液中排除过多
咱缘暂

尿病和 阅晕 中的应用已成为临床和基础研究的热点和
重点遥 现就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在防治 阅晕 中的相关研究进
展进行综述遥

员摇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对 阅晕 的保护作用

摇 摇 与其他常规的口服降糖药物相比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
不仅能有效控制血糖水平袁而且具有调节血脂代谢尧减
轻体重尧降低尿酸尧减少尿蛋白尧降低血压等肾脏保护作

关咱员远暂 遥 灾粤蕴蕴韵晕 等学者咱员苑暂 研究认为袁抑制 杂郧蕴栽鄄圆 受
糖重吸收袁抑制肾素鄄血管紧张素系统袁管球反馈效应引
起肾小球内压降低袁改善肾小球高滤过袁减少尿蛋白袁且
独立于降血糖作用遥 孕陨孕耘砸陨阅韵哉 等咱员愿暂 进行的一项荟
萃分析表明袁与安慰剂相比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治疗 阅晕 患

者可明显减少白蛋白尿袁基线白蛋白尿水平中度或重度
升高的患者其尿白蛋白辕 肌酐比值的降低更明显遥

摇 尿酸是肾脏疾病进展的独立危险因

袁其水平反映 阅晕 肾脏损害的严重程度遥 杂郧蕴栽鄄圆

用 遥 不管是单独还是联合其他口服降糖药或胰岛素

素

效袁可延缓 阅晕 的发生发展咱苑耀愿暂 遥

尿酸鄄葡萄糖转运蛋白有关袁减少葡萄糖重吸收的同时袁

咱远暂

使用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对于治疗早期 阅晕 都有很好的疗
摇 糖化血红蛋白尧血脂尧血压等都是

阅晕 发病的危险因素 遥 加强血糖控制能降低 栽圆阅酝
咱怨暂

患者微血管并发症发生率袁减少蛋白尿的发生遥 有研究
表明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可使 栽圆阅酝 患者的 匀遭粤员糟 和空腹
咱员园暂

血糖较基线值明显下降

遥 粤月阅哉蕴鄄郧匀粤晕陨 等

咱员员暂

研究

发现袁对使用二甲双胍控制不佳的 栽圆阅酝 患者使用恩格
列净治疗 缘圆 周后袁员园园 皂早 低剂量组 匀遭粤员糟 水平较基线

咱员怨暂

抑制剂降低尿酸的机制可能与肾小管细胞顶端膜上的
抑制尿酸重吸收和促进尿酸排泄袁最终降低血尿酸水
平咱圆园暂 遥 一项纳入 猿圆 个随机对照实验的 皂藻贼葬 分析证
实咱圆员暂 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显著降低 栽圆阅酝 患者的尿酸水
平袁与安慰剂对比袁恩格列净下降 猿苑援 园圆 滋皂燥造 辕 蕴袁达格
列净下降 猿愿援 园缘 滋皂燥造 辕 蕴遥

摇 高血压不仅是糖尿病常见的合并症袁

同时也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重要的危险因素遥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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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缘远苑窑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的降压机制可能是院通过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

圆 抑制剂会促进更多的尿糖排泄袁尿路高糖状态可阻碍

还有研究认为可能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及抑制交感神

力增加袁因此袁会增加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发生率遥 在

经活性有关

急性肾功能损伤渊粤运陨冤方面袁一项荟萃分析的结果表明

咱圆圆暂

的利钠利尿效应袁引起血容量降低袁导致血压下降
咱圆猿暂

袁

遥 一项为期 圆源 周的随机尧双盲尧对照研

究证实袁与安慰组相比袁达格列净作为胰岛素的添加物袁

无论是否使用口服降糖药物袁均可降低亚洲人 栽圆阅酝 患
咱圆源暂

者的坐位收缩压

遥

圆摇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对 阅晕 的可能的作用机制

摇 摇 阅晕 的发病机制复杂袁其中包括高血糖尧血脂紊乱尧
肾素鄄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尧炎性细胞浸润尧氧化应激

等等袁具 体机 制 尚 未 完全 阐 明遥 目前 有 研 究 表 明袁

人体对微生物的抵抗力袁导致细菌对尿上皮细胞的黏附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不会使 粤运陨 风险增加咱圆怨暂 遥 目前尚无直
接证据能证明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会引起 粤运陨袁其发生肾功
能损害的风险及其可能的机制还需要更深入以及大量
长期的临床研究来证实遥 需要注意避免诱发 粤运陨 的危
险因素袁如心力衰竭尧低血容量状态以及与非甾体抗炎
药尧利尿剂或 粤悦耘陨 等药物联用遥 与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相
关的其他不良反应还有低血压尧过敏反应等袁以及可能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可通过改善肾脏血流动力学尧抗氧化尧抗

出现骨折尧膀胱癌等安全性问题遥 其中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

发展遥

续进一步长期的研究来评估其安全性遥

炎尧抗纤维化等可能的潜在作用机制袁延缓 阅晕 的发生
摇 阅晕 早期肾血流动力学改

变表现为肾小球高滤过袁与近端肾小管对钠离子重吸收
增加有关遥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通过减少钠鄄葡萄糖转运袁使
到达远端肾小管致密斑的 晕葬 增加袁尿钠排泄增加袁导
垣

致入球小动脉收缩袁出球小动脉扩张袁使肾脏血液灌注
下降袁改善肾小球野 高内压尧高滤过尧高灌注冶 三高状
咱圆缘暂

态

袁从而恢复受损的管球反馈遥 有文献报道

咱员苑暂

袁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不仅能减少尿蛋白袁而且能减轻肾脏增
大的程度袁降低肾小球高滤过遥
咱圆远暂

发病的重要环节

摇 氧化应激和炎症是 阅晕

遥 随着病程进展袁氧化应激损伤和

炎症因子作用袁会导致肾小管间质纤维化遥 郧粤蕴蕴韵

等咱圆苑暂 通过建立雄性 凿遭 辕 凿遭 小鼠模型进行基础研究袁发
现伊格列净治疗 员园 周可减轻糖尿病引起的原纤维化基
因标志物尧纤连蛋白和 栽郧云鄄茁 的上调遥 这表明伊格列
净可以抑制炎性因子的表达尧改善肾间质纤维化遥

猿摇 不良反应

摇 摇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作为新型的口服降糖药物袁其长期
使用的安全性也备受临床关注和重视遥 可能出现低血
糖尧酮症酸中毒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尧急性肾损伤等不良
反应遥 在低血糖方面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由于降糖机制不
依赖于胰岛素的分泌袁有效改善胰岛素抵抗袁单药使用
时低血糖风险低袁但是与磺脲类促泌剂或胰岛素联用
时袁低血糖发生率升高遥 所以需要注意监测血糖袁及时
调整药物剂量遥 在酮症酸中毒方面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会
使血清胰岛素降低和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增高袁增加脂类
分解和生酮作用袁以及肾小管内外电化学梯度改变等多
种作用袁可能有导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咱圆愿暂 袁不过
发生的可能性很低遥 在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方面袁杂郧蕴栽鄄

与骨折尧肿瘤等风险有无因果关系尚不明确袁还有待继

源摇 总结与展望

摇 摇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作为一种新型口服降糖药袁与传统
降糖药物相比袁不依赖体内胰岛素袁通过抑制近端肾小
管葡萄糖重吸收而增加尿糖排泄袁有效降低血糖水平遥
目前袁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已经应用于临床并得到广泛认可遥
其在防治糖尿病和 阅晕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袁有很好
的临床疗效和很高的安全性遥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不仅能有
效控制血糖袁而且还有改善肾脏高滤过尧减少尿蛋白尧抗
氧化尧抗纤维化尧降低体重尧调节脂代谢尧降压尧降尿酸等
特有的肾脏获益优势咱猿园暂 遥 具体的肾脏保护作用及作用

机制还未完全明确袁需要通过长期的大量的临床研究加
以证实遥 在不良反应方面袁 杂郧蕴栽鄄圆 抑制剂几乎无低血

糖风险袁泌尿道及生殖道感染发生率较低遥 然而这类药
物长期应用时对肾功能的影响尚不清楚遥 其是否会升
高肌酐袁降低内生肌酐清除率袁加重肾功能损害袁尚需更
多更新的大型临床研究和探讨证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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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关于野 作者单位尧署名冶 撰写的要求
摇 摇 员援 作者单位摇 作者单位应注明全称渊 到科室冤 袁并注明所在省尧市及邮政编码遥 作者人数
一般不少于 猿 名袁不超过 愿 名遥 在作者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序号袁在作者名下依
序号分述其单位名称袁不同单位之间用分号野 曰冶 隔开遥
英文摘要中的作者单位著录项目应与中文一致袁并应在邮政编码后加注国名野 悦澡蚤灶葬冶 遥
摇 摇 圆援 署名摇 英文摘要中国内作者的姓名用汉语拼音字母标注遥 汉族作者姓名姓在前袁复姓
连写袁姓全部大写曰名在后袁首字母大写袁双名间不加连字符遥 名不缩写袁姓与名之间空 员 格遥
对于复姓或双名的汉语拼音音节界限易混淆者袁应加隔音号野 爷 冶 遥 少数民族作者姓名按照民
族习俗袁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袁分连次序依民族习惯遥 香港尧澳门尧台湾地区作者姓名的书
写方式应尊重其传统习惯遥 外国作者的姓名写法遵从国际惯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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