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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格列奈治疗 2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徐浣白,石建华,张晓梅, 陈凤玲,于　磊

[ 摘要] 目的:探讨那格列奈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采用随机 、双盲双模拟 、那格列奈与瑞格列奈( 1∶1)平行

对照, 整个试验过程 12周。入选 48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那格列奈) 24 例和对照组(瑞格列奈 ) 24 例, 治疗期间主要观察餐后

2 h 血糖( 2hPG )及糖化血红蛋白( HbAlc)水平。结果:两组患者 2hPG 及 HbAlc 治疗后均较治疗前下降( P<0.01) , 改善值两

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结论:那格列奈能有效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2hPG 和 HbAlc,降糖效果好, 不良反应(尤其

是低血糖)少且程度较轻, 患者有良好的依从性及耐受性。

[ 关键词] 2型糖尿病;那格列奈;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R 587.1　　[ 文献标识码] A

Nateglinide in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XU Huan-bai, SHI Jian-hua, ZHANG Xiao-mei, CHEN Feng-ling, YU Lei

( Department of Endocrineology , A ff 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nateglinide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 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A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control trial w as followed up for twelve w eeks.Forty-eight selected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the ratio of one to one:obser vation group ( na teglinide) and control group ( repaglinide).The 2 hours plasma g lucose

( 2hPG ) and HbA lc levels of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Results:2hPG and HbAlc levels o f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obviously after

treatment( P<0.01).The decreasing levels of 2hPG and HbAlc of each g roup' had no obvious differences ( P>0.05).Conclusions:

Nateglinide is effectiv e and safe fo r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ith slight side effects.

[ Key words] diabetes mellitus, non-insulin-dependent;nateglinide;blood glucose;HbAlc

　　2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特征是胰腺胰岛 β细胞

分泌胰岛素功能受损和(或)胰岛素抵抗 。进餐后,

2型糖尿病患者出现第一相胰岛素分泌受损及第二

相胰岛素分泌延迟,结果导致相对于血糖水平的总

体胰岛素效应不足[ 1] 。那格列奈( D-苯丙氨酸的衍

生物)是继瑞格列奈(氨甲酰甲基苯甲酸衍生物)后

的第二个新型的快速作用的非磺脲类促胰岛素分泌

制剂, 有效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 。该药由日本味

之素与山之内开发研制, 于 1999年 6月在日本批准

上市。据国外临床前及临床资料表明, 该类药服用

后被快速吸收和代谢,起效迅速, 持续作用时间短,

降糖效果好,不良反应(尤其是低血糖)少且程度较

轻,是一种有效及安全的降糖药物[ 2] 。根据国家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 SFDA ) 2002HL0214 、

2002HLb0056号批件, 委托全国五家三级甲等医院,

采用多中心 、随机 、双盲 、阳性对照(瑞格列奈)的研

究方式,共同完成对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制的那格列奈片的 Ⅱ

期临床研究。现就我院研究结果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选择标准:( 1)受试者了解试

验全过程,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 2型糖

尿病患者( ADA标准, 1997) ;( 3)年龄 18 ～ 70岁,男

女不限;( 4) 19<体重指数 ( BMI ) <30;( 4)入选前

1个月内未使用瑞格列奈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噻

唑烷二酮类胰岛素增敏剂 、磺脲类降糖药和胰岛素

治疗者;( 5)在饮食控制与运动治疗, 或饮食控制 、运

动治疗与双胍药物治疗病情稳定至少 1个月,两次

空腹血糖值在 7.0 ～ 11.0 mmol/L 者;( 6) 入选前

3个月内未参加任何药物试验者;( 7)无严重心 、肝 、

肾疾病及其它内分泌疾病。入选门诊病例 48例,按

1∶1比例随机分为试验组(那格列奈组)和对照组(瑞

格列奈组) ,两组的性别 、年龄 、BM I 、血压的均值相

近;两组在吸烟 、饮酒人数的分布上亦相近,具有可

比性。

1.2　药品名称和规格　( 1)试验药:那格列奈(安徽
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每片 30 mg, 批号:

020801 。( 2)对照药:瑞格列奈(商品名:孚来迪,连

云港豪森制药有限公司 ) , 每片 0.5 mg, 批号:

020901 。( 3)那格列奈片 、瑞格列奈片模拟药:外观 、

颜色与气味均相同(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1.3 　试验设计及方法 　本试验入选门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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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例,采用随机 、双盲双模拟 、那格列奈片与瑞格列

奈片( 1∶1)平行对照, 整个试验过程 12 周。于治疗

后的第 0 、1 、4 、8 周随访并发药。最大服药剂量:那

格列奈每天360 mg,瑞格列奈每天3.0 mg 。试验过

程中受试者保持饮食 、运动,原用双胍类降糖药物治

疗者治疗方案不变, 不用影响血糖的其他药物 。整

个观察期间空腹血糖≤2.7 mmol/L 者退出试验。

1.4　疗效判定　主要指标(标准餐试验 70 g 方便

面) :餐后 2 h血糖( 2hPG) 、糖化血红蛋白( HbAlc) 。

HbAlc测定采用伯乐公司的高压液相测定仪及试

剂。次要指标:空腹血糖( FPG) 、血脂。

1.5　安全性评价　实验室检查异常及不良事件发生率。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检验和χ2 检验 。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hPG 、HbAlc 等观察指标

的比较　两组静脉血 2hPG 、HbAlc、FPG 和总胆固

醇( TC)值治疗后均较治疗前下降( P <0.05 ～ P <

0.01) ,治疗后两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 P >0.05) ;

两组静脉血甘油三酯( TG)值治疗后较治疗前改善

均不明显( P>0.05) ,并且两组差异亦无显著性( P

>0.05) (见表 1) 。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hPG、HbAlc等指标变化比较

分组 n 2hPG( mmol/ L) HbAlc( %) FPG( mmol/ L) TC( mmol/ L) TG( mmol/ L)

治疗前( x ±s )

　对照组 24 16.00±3.77 9.48±1.36 9.80±1.22 5.11±1.10 2.20±1.43

　试验组 24 14.50±3.33 8.78±1.66 9.26±1.27 5.14±0.75 1.75±0.81

　t — 1.46 1.60 1.50 0.11 1.34

　P — >0.05 >0.05 >0.05 >0.05 >0.05

治疗后( d±sd )

　对照组 24 -2.61±3.86＊＊ -1.09±1.21＊＊ -1.05±1.60＊＊ -0.48±0.96＊ -0.12±1.51

　试验组 24 -1.92±3.03＊＊ -0.94±1.45＊＊ -0.51±1.09＊ -0.41±0.76＊ -0.09±0.85

　t — 0.69 0.39 1.58 0.28 0.08

　P — >0.05 >0.05 >0.05 >0.05 >0.05

　　配对 t 检验:＊P<0.05, ＊＊P<0.01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的比较　临床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对照组为 4.17%, 试验组为 4.17%,

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 ( χ2=0.00,

P >0.05) 。两组不良反应均为胃肠道反应,未予特

殊治疗,自行缓解,无低血糖发生。两组均无严重不

良反应发生。

3　讨论

　　2型糖尿病在临床上较为常见,易发生多种并

发症,而积极治疗能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2

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特征是胰腺胰岛 β细胞分泌胰

岛素功能受损和(或)胰岛素抵抗。传统的促胰岛素

分泌制剂磺脲类( SUs)药物多年来用于促进胰岛素

分泌,并降低 2型糖尿病患者全天的总体血糖水平,

但会导致严重的低血糖,特别是漏餐时。餐后血糖

调节剂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研究进展较快 、最引人

关注的药物之一 。近年发现的非磺脲类促胰岛素分

泌制剂(瑞格列奈 、那格列奈)是一种新型的快速作

用的促胰岛素分泌制剂。其中那格列奈为一种 D-

苯丙氨酸的衍生物,在化学结构上和 SUs有明显不

同,属于一种新型的快速作用的促胰岛素分泌制剂,

它在需要时促进胰岛素分泌(即餐时) , 并在两餐之

间保持胰岛素恢复到基线水平, 也就是说那格列奈

的促胰岛素分泌作用是血糖依赖性的
[ 3]
。在血糖

升高时, 那格列奈在 β细胞膜上与其受体结合, 关闭

ATP依赖性钾通道( K+ATP channels) ,使 β细胞膜

去极化,开放钙通道,使钙离子内流增加, 诱导 β细

胞分泌和释放胰岛素增多。当血糖水平下降时, 其

刺激胰岛素分泌的作用亦迅速减弱。它同受体的结

合-解离非常迅速,以秒计而不是以分计 。因而它

可优先刺激第一相胰岛素分泌, 有效模拟自然, 恢复

生理性胰岛素分泌, 从而降低餐后血糖的升高幅

度[ 4] 。除了它的新型结构,它在药代动力学( PK)和

药效学( PD)上也具独有的特点,可降低与药物相关

的低血糖的发生率,还可降低与胰岛 β细胞衰竭相

关的继发性失效的可能[ 5] 。

本试验对那格列奈片剂治疗 2型糖尿病(单纯

饮食 、运动控制或单独应用双胍类药物,仍不能满意

控制血糖者)进行了为期 12周的临床观察,结果表

明,那格列奈与瑞格列奈均能有效降低 FPG 、2hPG

和 HbAlc, 且能降低 TC 值[ 6] , 但两组间差异无显著

性 ( P>0.05) , 低血糖和其它不良反应小, 患者有

良好的依从性及耐受性 。因此那格列奈片剂是一种

有效及安全的降糖药物,能较好地控制 2 型糖尿病

餐后高血糖及稳定全天血糖,患者有良好的依从性

及耐受性
[ 7]
。

238 J Bengbu Med Coll, May 2005, Vol.30, No.3



[收稿日期] 2004-09-17

[作者单位]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口腔科,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廖圣恺( 1972-) ,男,安徽六安人,主治医师.

[ 文章编号] 1000-2200( 2005) 03-0239-02 ·临床医学·

周围神经撕脱加微波热凝术治疗三叉神经第Ⅱ支痛疗效观察
廖圣恺,王　艳,黄全顺, 卢保全

[ 摘要]目的:提高三叉神经第Ⅱ支痛的治疗效果, 减少复发。方法:采用经口内周围神经撕脱加微波热凝术治疗三叉神经第

Ⅱ支痛 65 例。结果:经 2～ 5 年随访,术后近期控痛率 100%, 复发率 20%。结论:该方法安全,创伤小, 恢复快, 效果好,复发

率低,是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第Ⅱ支痛较好的方法。

[ 关键词] 三叉神经痛;神经撕脱;微波;外科手术, 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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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wave in treatment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Ⅱ with avulsion of nerve and tissue
LIAO Sheng-kai, WANG Yan, HUANG Quan-shun, LU Bao-quan

(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 B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results fo r treatment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Ⅱ and to reduce recurrences.Methods:

Sixty-five pa tients w ith second trigeminal neuralgia Ⅱ with avulsion of nerve and tissue were treated with microwave

thermocoagulation.Results:All the patients w ere follow ed up fo r 2 to 5 years and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was 100% in recent years.

Complete remission was found in 80% of the patients( 52/ 65) and recur rence was found in 20%( 13/ 65) .Conclusions:The method

proves to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primary trigeminal neuralgia.I t has the advantages of safe ty , slight injury , quick recovery and low

recurrence ra te.

[ Key words] trigeminal neuralgia;avulsion of nerve;microwave;surgery, oral

　　三叉神经痛是临床上较常见的病变之一, 其确

切病因尚不清楚,治疗方法较多,但治疗效果并不令

人满意,特别是治疗后复发,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

题。为提高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效果, 1998年 1月 ～

2002年 8月,我科采用周围神经撕脱加微波热凝术

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第Ⅱ支痛 65例,疗效满意。现

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65例, 男 25例, 女 40例;年

龄 24 ～ 85岁 。病程 2个月 ～ 20年 。疼痛部位:左

侧 30 例, 右侧 35 例。所有患者均有面部三叉神经

第 Ⅱ支分布区域的阵发性刺痛或灼痛,其中 50例面

部有明显“扳机点” 。神经系统及听力检查无异常。

CT 扫描或 X线摄片示桥小脑角及上颌窦等部位无

占位病变。所有患者术前曾接受药物或封闭治疗无

效或复发。

1.2　手术方法　以 2%普鲁卡因肾上腺素行眶下

神经管阻滞麻醉, 为了减少术中出血, 同时加用

0.5%普鲁卡因肾上腺素行眶下孔周围及上颌前庭

沟区浸润麻醉。位于上颌侧切牙至第一磨牙所对应

的前庭沟区作一长约 3 cm 弧形切口,深及骨面, 沿

黏骨膜与骨面间向上钝性分离, 显露眶下孔,分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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