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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对老年人 2型糖尿病胰岛素及 C 肽应答的影响

席　倩

[ 摘要] 目的:探讨肥胖对老年人 2 型糖尿病( DM )患者胰岛素( INS)和 C 肽( CP)应答的影响。方法:选取 2 型糖尿病患者 61

例作为观察组,另选非糖尿病者 58 例为对照组, 对两组均采用 75 g 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 )及同步 INS 释放及 CP 释放试

验,计算胰岛素敏感指数( ISI) 。结果:DM 组肥胖者 1 h INS 低于对照组( P<0.05) , 余 INS 及 CP 应答在两组肥胖者间差异

无显著性( P>0.05) 。非肥胖型 DM 患者空腹及糖负荷后 1 h、2 h INS 及 1 h、2 h 、3 h CP均减少( P<0.05 ～ P <0.01) 。 DM

组及对照组内肥胖者各时点 INS 及 CP 均显著高于非肥胖者( P<0.05～ P <0.01) , 但肥胖者 ISI 显著低于非肥胖者 ( P <

0.01) 。结论:肥胖老年人 2型 DM 者 INS 水平虽然不低, 但胰岛素抵抗( IR)显著。非肥胖老年人 2 型 DM 者主要是 INS 释

放受损,但 IR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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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obesity on insulin and C-peptide levels in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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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obesity on insulin( INS) and C-peptide( CP) level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Methods:Sixty-one cases of type 2 diabetics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 ation g roup and 58 healthy people acted as controls.

All the subjects underwent 75 g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 OGTT ) , insulin release test, CP release test, and the insulin sensitivity

index( ISI) w as calculated.Results:The 1 h level of INS of the obese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 roup was low 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 INS and CP responses during the OGTT w ere similar in obese subjects of the two groups.The 1 h, 2 h

levels of INS, and 1 h, 2 h, 3 h lev els of CP after sugar test were reduced in non-obese subjects o f the two groups( P<0.05 to P <

0.01) .The levels of INS, CP of all the points during INS and CP releasing tests were higher in the obese subjects of the two g roups

than those in the non-obese subjects( P<0.05 to P<0.01) , but ISI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the non-obese subjects, compared with

the obese subjects( P <0.01) .Conclusions:Obese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s have adequate circulating insulin level, but

marked insulin resistance( IR).Non-obese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have a pro found impairment in glucose-induced IR but

mild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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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 2型糖尿病( 2-DM )是由多种因素引起

的一种代谢紊乱综合征,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健康, 有

学者认为, 2-DM 出现胰岛素抵抗( IR)可能与肥胖

有关。Meneilly 等[ 1]研究肥胖对 2-DM 胰岛素分泌

的影响发现,非肥胖者第 1时相 、第 2时相胰岛素分

泌均减少,而肥胖者可能第 1时相分泌不足, 但更主

要的是第 2时相分泌延缓, 出现餐后高胰岛素血症

(主要为胰岛素原) , 这是 2-DM 肥胖者中 IR的重要

原因之一。近年来 2 型糖尿病研究发现, 老年人外

周 IR的葡萄糖诱导和胰岛素( INS)释放降低是其

发展成 2-DM 的独立危险因素 。老年人糖尿病

( DM)的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DM 更可能发生

在老年肥胖者, 特别是中心型肥胖者[ 2] 。笔者对

119例老年受试者进行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及

INS 、C肽( CP)释放试验, 以探讨老年人 2-DM 患者

INS及 CP 水平及肥胖对它们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 1)糖尿病组:根据 1999年 WHO

标准及分型的 2-DM 患者 61 例, 再按体重指数

( BMI)分为两组:肥胖组( BM I≥25) 31例,男 15例,

女 16例;平均年龄( 66.55±6.53)岁, BM I 27.40±

2.80。非肥胖组( BM I <25) 30 例, 男 15 例, 女 15

例;平均年龄( 66.84±6.57)岁, BM I 20.29±1.19。

( 2)对照组:58例,再按 BM I分为肥胖组( BM I≥25,

空腹血糖<5.60 mmol/L, OGTT 2 h 血糖 <6.7

mmol/ L) 30例,男 16例,女 14例;平均年龄( 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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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岁, BM I 26.96±2.31 。非肥胖组( BM I <

25,空腹血糖<5.60 mmol/L, OGTT 2 h血糖<6.7

mmol/L) 28例,男 13例, 女 15 例;平均年龄( 66.57

±6.19)岁, BM I 20.41±2.12。

1.2 　方法 　对 119 例受试者均采用 75 g 口服

OGTT,分别于 0 、1 、2 、3 h同步作 INS及 CP 释放试

验。血糖( PG)用葡萄糖酶法测定, INS 及 CP 测定

用酶联免疫测定法,使用北京倍爱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的试剂盒。各组胰岛素敏感指数( ISI)按

李光伟方法[ ISI=1/ ( F IN×FBG) ]计算
[ 3]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或 t′)检验 。

2　结果

2.1　DM 组与对照组 PG各时点情况　DM 组各时

点 PG 值, 肥胖者和非肥胖者之间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 P<0.01) 。DM 组和对照组内肥胖者与非肥胖

者之间各时点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见表 1) 。

表 1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血糖水平比较( x±s)

分组 n

口服葡萄糖后 PG( mmol/L)

0 h 1 h 2 h 3 h

糖尿病组

　肥胖者 31 6.86±0.52＊＊ 13.96±1.18＊＊ 15.36±1.78＊＊ 10.57±1.68＊＊

　非肥胖者 30 7.09±0.51## 14.55±1.19## 15.49±1.81## 11.34±1.67##

　t — 1.74 1.94 0.28 1.79

　P — >0.05 >0.05 >0.05 >0.05

对照组

　肥胖者 30 4.83±0.59 7.15±1.10 6.27±0.83 4.85±0.52

　非肥胖者 28 4.20±1.89 7.52±0.73 5.99±0.71 4.72±0.47

　t — 1.69■ 1.52■ 1.38 1.00

　P — >0.05 >0.05 >0.05 >0.05

　　■示 t′值;与对照组肥胖者比较＊＊P<0.01;与对照组非肥胖

者比较##P<0.01

2.2　DM 组与对照组 INS 各时点情况　DM 组与

对照组比较, DM 组肥胖者 1 h INS 低于对照组肥

胖者( P<0.05) , DM 组非肥胖者空腹 1 、2 h 点 INS

值均低于对照组非肥胖者( P <0.05 ～ P <0.01) ,

DM 组和对照组组内肥胖者和非肥胖者之间 INS各

时点差异均有显著性( P <0.01) (见表 2) 。

表 2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胰岛素释放水平比较( x±s)

分组 n

口服葡萄糖后胰岛素释放水平( mIU/ L)

0 h 1 h 2 h 3 h

糖尿病组

　肥胖者 31 23.48±2.60 82.59±21.14＊ 115.63±29.59 74.39±22.24

　非肥胖者 30 11.71±1.31# 39.11±10.16## 63.47±15.72# 55.47±15.72

　t′ — 22.43 10.32 8.64 3.83■

　P — <0.01 <0.01 <0.01 <0.01

对照组

　肥胖者 30 22.54±0.82 103.95±43.08 120.59±29.87 68.17±15.72

　非肥胖者 28 14.13±4.93 53.66±13.81 73.26±15.26 53.6±15.26

　t′ — 8.91 6.07 7.67 5.58■

　P — <0.01 <0.01 <0.01 <0.01

　　■示 t 值;与对照组肥胖者比较＊P<0.05;与对照组非肥胖者

比较#P<0.05, ##P<0.01

2.3　DM 组与对照组 CP 各时点情况　DM 组肥胖

者与对照组肥胖者之间各时点 CP 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0.05) , DM 组非肥胖者空腹 、1 h 、2 h和3 h CP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非肥胖者 ( P <0.05 ～ P <

0.01) , DM 组内肥胖者空腹 、1 h 、2 h和 3 h 时点 CP

水平均高于非肥胖者( P <0.05 ～ P <0.01) , 对照

组内肥胖者 2 h 和 3 h 时点 CP 水平亦显著高于非

肥胖者 ( P <0.01) 。DM 组及对照组组内肥胖者

ISI 均显著低于非肥胖组( P<0.01) (见表 3) 。

表 3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 CP水平和胰岛素敏感指数比较( x±s)

分组 n
口服葡萄糖后 CP水平( ng/ml)

0 h 1 h 2 h 3 h
胰岛素敏感指数

糖尿病组　肥胖者 31 1.97±0.92 3.38±0.63 3.84±0.63 2.99±0.63 0.006 30±0.000 76＊＊

非肥胖者 30 1.36±0.68# 3.03±0.64# 2.53±0.64# 1.68±0.64## 0.012 24±0.001 52##

t — 2.94 2.15 8.06 8.06 19.08■

P — <0.01 <0.05 <0.01 <0.01 <0.01

对照组　　肥胖者 30 2.19±0.93 3.58±0.64 3.74±0.64 2.89±0.64 0.009 33±0.001 15

非肥胖者 28 1.79±0.92 3.42±0.66 2.98±0.66 2.17±0.66 0.026 54±0.022 75

t — 1.65 0.94 4.45 4.22 59.27■

P — >0.05 >0.05 <0.01 <0.01 <0.01

　　■示 t′值;与对照组肥胖者比较＊＊P<0.01;与对照组非肥胖者比较#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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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既往许多学者认为, 2-DM 出现胰岛素抵抗可

能与肥胖有关, 大量证据表明,肥胖可导致胰岛素抵

抗,从而发展为 2-DM 。美国糖尿病协会报道中等

肥胖者发展为 2-DM 者为正常人的 2倍, 严重肥胖

者为 5 ～ 10倍。而肥胖和年龄是 2-DM 的独立危险

因素,理想体重每增加 20%和 40岁以后不管多重,

每增加 10 岁, 发病率成倍增加[ 4] 。项坤三等[ 4] 通

过对中国肥胖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肥胖患者存在高

胰岛素血症及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认为腹内脂肪增

加是胰岛素抵抗的主要原因, 相反, 随着体重的减

轻,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提高 。

本组研究表明, OGTT 后胰岛素应答及 CP 释

放在肥胖者是相同的, 但在非肥胖的 2-DM 患者基

础及糖负荷后 1 h 、2 h胰岛素及 CP明显减少,在两

组患者中, 肥胖者基础及糖负荷后的胰岛素水平及

C 肽水平均明显高于非肥胖者, 而 ISI 均低于非肥

胖者, 提示非肥胖老年人 2-DM 患者主要是 INS 释

放受损,而 IR是轻微的, 肥胖老年型 DM 患者虽然

INS 不低,但 IR显著 。本组结果可以用以下的机制

解释:( 1)老年肥胖者胰岛素水平显著增高, 胰岛素

有促进脂肪合成 、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肥胖患者血

浆胰岛素基础及糖负荷后分泌的胰岛素均偏高, 可

刺激脂肪合成, 进一步引起肥胖加重。肥大的脂肪

细胞膜上胰岛素受体对胰岛素不敏感, 需要更多的

胰岛素分泌, 形成恶性循环[ 5] 。 ( 2)肥胖者存在高

胰岛素血症,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肥胖者与

正常体重者相比有较低的葡萄糖氧化和升高的脂肪

氧化,使得非酯化的游离脂肪酸增加,外周糖摄取率

降低 。( 3)由于病程使靶细胞对胰岛素产生抵抗或

外周组织靶细胞胰岛素受体数量减少或受体缺陷,

降低了胰岛素的生物效应,使胰岛素敏感性降低, 而

导致血糖升高反馈刺激 β细胞代偿性分泌胰岛素过

高[ 6] 。 ( 4)在老年 2-DM 患者中,靶细胞对胰岛素产

生抵抗或外周组织靶细胞胰岛素受体数量减少或受

体缺陷,降低了胰岛素的生物效应,使胰岛素敏感性

降低, 而导致血糖升高反馈刺激 β细胞代偿性分泌

胰岛素过高 。( 5)另外, 在 2-DM 患者中[ 7] , 不少患

者胰升糖素也增高, 并通过邻分泌引起高胰岛素血

症 。( 6)而老年非肥胖患者分泌胰岛素与 CP 的能

力降低更为明显, 其机制可能为长期高血糖刺激 β

细胞,使之长期处于超生理剂量的分泌状态,胰岛素

储备减少,并致 β细胞的功能受到损伤,或者长期高

血糖状态, β细胞对葡萄糖反应受到抑制, 即对高血

糖耐受或葡萄糖毒性作用所致[ 8] 。

由于肥胖 、糖尿病及 IR是导致大血管病变的

重要危险因素,因此,对于老年人 2-DM 中肥胖患者

应注意减轻体重及合理用药,如控制饮食 、增加运动

和不使用增加胰岛素分泌的降糖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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