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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规范．
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２００９年美国内分泌学会（ＡＡＣＥ）发表的２型糖

２００４年加拿大的Ｒｙａｎ等∞ｏ对１６例新诊断２型糖

尿病血糖控制指南中明确提到，新诊断的２型糖尿

尿病患者采用２～３周的每天多次胰岛素注射

病患者经过短期的生活方式干预后，糖化血红蛋白

（ＭＤＩ）治疗，治疗后及随访１年时患者口服葡萄糖

（ＨｂＡｌｃ）水平仍＞９％时，可以直接使用胰岛素起始

耐量试验中胰岛素曲线下面积明显改善，７例患者

治疗…。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颁布的２０１０

获得血糖缓解。“等＿¨使用ＣＳＩＩ对１２６例新诊断

版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也提到，新诊断的

的２型糖尿病患者短期强化治疗，１２及２４个月的

２型糖尿病伴有明显高血糖时可以短期使用胰岛素

糖尿病缓解率分别为４７．１％及４２．３％，且病情缓解

治疗，在高血糖得到控制和症状缓解后可根据病情

组的稳态模型评估的胰岛Ｂ细胞功能指数（ＨＯＭＡ．

调整治疗方案嵋１。但对于这部分患者如何具体起

Ｂ）明显升高。这些临床观察性研究（循证医学证据

始胰岛素治疗，胰岛素停用后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

级别：Ｃ级）提示２型糖尿病早期短期胰岛素强化治

何选择等均缺乏具体指引，本共识是对指南这部分

疗可以诱导其病情的缓解。２００８年Ｗｅｎｇ等∽ｏ对

内容的补充。

３８２例新诊断的２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平行对照组

一、我国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的发病情况

研究，比较了胰岛素与口服降糖药强化治疗的差异。

近年来，我国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

该研究发现：短期强化治疗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与

显著增加。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哈尔滨地区新发２型糖

口服降糖药组相比，早期胰岛素强化治疗组血糖

尿病的发生率以每年１２％的速度在增长【３ ｏ；２００７年

１年缓解率更高，ＣＳＩＩ组为５１．１％，ＭＤＩ组为

上海地区研究发现，每年糖尿病新发病率远超过美国

４４．９％，ｒＩ服降糖药组则为２６．７％；胰岛素第一时

同期水平ＨＪ。目前，我国尚缺乏历年的糖尿病发病率

相分泌在胰岛素治疗组显著改善。该研究为多中心

数据，参考美国近年来新诊断患者的发病率，推算出

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明了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

中国每年新发病例数在６８０～７４０万。而最新的覆盖

可改善患者的胰岛Ｂ细胞功能，并使部分新诊断

全国的ＨｂＡｌｃ筛查网数据显示：我国新诊断２型糖

２型糖尿病患者病情缓解（循证医学证据级别：

尿病患者ＨｂＡｌｃ超过９％的患者比例达２８．８％。因

Ｂ级）。２０１３年，Ｋｒａｍｅｒ等一３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

此，我国２型糖尿病新发患者显现出人群数量大和诊

证明，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可诱导部分新诊断２型

断时超过１／４患者血糖水平较高的临床特点。
二、对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采用短期胰岛素
强化治疗获益的临床证据
病患者进行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１３例患者经２周
的胰岛素泵（ＣＳＩＩ）治疗后，其中９例病情缓解（即不
需要药物治疗，单纯通过医学营养治疗和运动疗法
使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此后来自加拿大和中国

的多个临床研究证实，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对新诊
断的２型糖尿病患者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对
１３细胞功能的恢复和改善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中，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３．２０．００２

通信作者：翁建平，５１０６３０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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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病理生理机制，体现为ＨＯＭＡ．Ｂ及稳态模型
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的明显改善（循

１９９７年，Ｉｌｋｏｖａ等＂１率先对新诊断的２型糖尿

与代谢病学科，Ｅｍａｉｌ：ｗｅｎｇｊｐ＠ｒｉｐ．１６３

糖尿病患者较长期的血糖缓解，并改善２型糖尿病

ｔｏｍ

证医学证据级别：Ａ级）。另一方面，Ｌｉｎｇｖａｙ等¨圳
和Ｏｐｓｔｅｅｎ等‘１１。的２项研究显示，新诊断２型糖尿
病患者给予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后，患者的治疗满
意度及生活质量评分都远高于治疗前，证明患者能
够很好地接受短期胰岛素强化这种治疗方式。
２０１２年发表的甘精胰岛素初始干预转归研究
（ＯＲＩＧＩＮ）｜１２ ｌ关注早期长期使用胰岛素是否会带来
远期心血管获益。结果发现，早期基础胰岛素长期
治疗未能减少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
的发生风险。该研究也证明，早期长期使用基础胰
岛素是安全的，未增加肿瘤发生的风险。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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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型糖尿病患者早期长期应用胰岛素的益处尚需更

使部分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获得临床缓解，缓解

多临床研究的证据。

期为３—５９个月”ｑ”。１４。。因此我们推荐：对于短期

三、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适合短期胰岛素强

胰岛素强化治疗未能诱导缓解的患者，是否继续使
用胰岛素治疗或改用其他药物治疗，应由内分泌专

化治疗的临床指征和疗程
ＡＡＣＥ指南¨１中认为：对初发２型糖尿病患者，

科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对治疗达标且

ＨｂＡｌｃ＞９％即可给予胰岛素治疗。在众多的短期

临床缓解者，可定期（如３个月）随访监测；当血糖

胰岛素强化治疗研究中，纳入的研究对象空腹血糖

再次升高，对空腹血糖＞７．０ ｍｍｏｌＹＬ或餐后２ ｈ血

均在７ ｍｍｏＬ／Ｌ以上，而其中大多数进行了１年或

糖＞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的患者重新起始药物治疗，用药

１年以上随访的研究证明，对空腹血糖＞１

选择参考２０１０版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担１。

１．１

ｍｍｏｌ／Ｌ的患者使用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可以带来

七、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血糖监测方案

Ｂ细胞功能的改善，部分患者可以达到长期血糖缓

在胰岛素强化治疗过程中，需要密切监测血糖。

解‘６－１３。１ ４ｉ。因此，我们推荐对ＨｂＡｌｃ＞９％或空腹

强化治疗阶段，血糖监测方案需每周至少３ ｄ，每天

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的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使用

监测５～７个时间点血糖，指导胰岛素剂量和方案的

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对于短期治疗的疗程，已有

调整。在胰岛素强化治疗结束后，仅需要医学营养

的研究中多数研究采用２～３周的治疗疗程，少数研

治疗及运动锻炼即可以维持血糖水平正常的患者，

究延长到３个月。结合临床，我们推荐治疗时间在

我们推荐前３个月每月进行血糖监测，观察空腹血

２周至３个月为宜，治疗目标是空腹和餐后２ ｈ血糖

糖和餐后２ ｈ血糖的变化；进而每３个月进行１次

达标，不以ＨｂＡｌｃ达标作为治疗目标。

血糖检测。对于需要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按照

四、不同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方案的选择

２０１

综合相关的国内外多个临床研究可见，尽管目

进行㈣。

前可以用来进行胰岛素强化治疗的方案很多，包括
ＣＳＩＩ、ＭＤＩ和预混胰岛素每天注射２或３次方案，但

１年版中国血糖监测Ｉ临床应用指南推荐的方案
八、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使用短期胰岛素强

化治疗的其他注意事项

采用不同胰岛素强化方案比较疗效的研究较少。

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方案适

２００８年Ｗｅｎｇ等¨１报道，ＣＳＩＩ与ＭＤＩ相比，在血糖

用于成人２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合并急性并

控制及糖尿病缓解率方面没有明显差别。而２０１０

发症如酮症酸中毒或重度慢性并发症时，其胰岛素

年韩国发表的一个回顾性分析中发现，预混胰岛素

治疗方案和时间参照相关的指南。对进行短期胰岛

与ＭＤＩ相比，在血糖控制及糖尿病缓解率方面同样

素强化治疗的患者，应加强糖尿病的患者教育。

没有明显差别¨５｜。杨洁等¨６‘对３０例初诊２型糖

２０１２年Ｃｈｅｎ等【ｌ引的研究发现，短期胰岛素强化治

尿病患者进行每天３次门冬胰岛素３０注射液（诺和

疗后，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中缓解组（血糖缓解

锐３０）强化治疗２周，治疗后血清胰岛素及Ｃ肽第

时间在１年以上者）与非缓解组（血糖缓解时间不

一时相分泌明显增加，ＨＯＭＡ—ＩＲ明显降低。因此我

足１年者）相比，其治疗前和随访阶段都表现出更

们认为：在胰岛素强化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ＣＳＩＩ、

积极的态度，以及更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因此，在新

ＭＤＩ或预混胰岛素每天注射２或３次的方案均可以

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接受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前，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临床医生和教育护士应该给患者提供详细充分的糖

五、胰岛素强化治疗时的血糖控制目标

尿病和胰岛素应用方面的知识，以及方案结束后的

胰岛素强化治疗血糖控制目标遵循２０１０版中

监测和后续治疗方案的指导，以加强患者对疾病的

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控制目标。２ ｏ，即空腹血糖

信心和管理能力，以期提高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的

ｍｍｏｌ／Ｌ（７０～１３０，ｒｉｇ／ｄ１），非空腹血糖≤

效果。具体的教育内容参考２０１０版中国２型糖尿

３．９～７．２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１８０ ｍｇ／ｄ１）。胰岛素强化治疗时应同

病防治指南¨ｏ。

时对患者进行医学营养治疗及运动治疗；胰岛素剂

九、结语

量的具体调整方法参考２０１０版中国２型糖尿病防

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的起始治疗方案与其预

治指南…。

后密切相关，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对于部分血糖较

六、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之后续治疗

高（空腹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的新诊断２型糖尿病

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可

患者有明显益处，并已在临床上较广泛开展。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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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此，本共识期望能对规范相关的临床使用产生
积极作用。临床上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不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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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角度提示２型糖尿病病情的可逆性，促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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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达标之外的更多需求，特别是其临床缓解的可
能性。因此，亟需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积累临床证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ｍｌ

年，而手术治疗２型糖尿病在各国较广泛开展。这

在制订新诊断２型糖尿病个体化治疗方案时考虑在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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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促胰素的２型糖尿病药物方案已在临床上应用多
些临床治疗方式不仅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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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预测哪些患者可能获得缓解等。近年来，关于
２型糖尿病治疗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基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０７，ｌ：１２３—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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