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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注射液
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蛋白尿的影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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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分析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注射液治疗糖尿病肾病（DN）的临床疗效及对蛋白尿的影响。 方
法 选取广安门中医院南区内分泌科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收治的 180 例 DN 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
分为两组，对照组（n=90）给予利拉鲁肽治疗，观察组（n=90）给予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治疗，比较两组
临床疗效、肾功能指标、血清炎症指标、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6.67%，高于对照
组的 7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肌酐（Scr）、尿素氮（BUN）、尿蛋白排泄率
（UAER）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C 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
子 -α（TNF-α）、白介素 -6（IL-6）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
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可有效改善 DN 患者肾功
能，抑制机体炎症因子释放，且联合给药不良反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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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effect of dapagliflozin plus liraglutide injection
on proteinuria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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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Guang'anm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South District,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apagliflozin combined with liraglutide injection on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and its influence on proteinuria. Methods A total of 180 patients with DN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of Guanganm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South District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90) was treated with
liragluti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n=90) was treated with dapagliflozin combined with liraglutid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nal function index, serum inflammation index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6.67%)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7.78%),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After
treatment, serum creatinine (Scr),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and 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 (UA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CRP),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rleukin-6 (IL-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Dapagliflozin combined with liragluti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nal function of
DN patients, and inhibit the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combined administration are less.
[Key words] Dapagliflozin; Liraglutide; Diabetic nephropathy; Clinical efficacy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

预防 DN 患者病情进展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但

病患者极为常见、严重的一种并发症，具体表现为

近年来临床发现，单一利拉鲁肽不能有效减少 DN

水肿、蛋白尿等，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发生肾衰竭 。

患者蛋白尿，整体疗效欠佳 [3]。达格列净属于葡萄

临床治疗 DN 以减少蛋白尿、控制血糖、减轻肾功能

糖共转运蛋白 2（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2，

受损为原则 。利拉鲁肽是临床常用的降糖药物，

SGLT-2）抑制剂，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可有效降低

可促进胰岛素合成、分泌，具有良好的降糖效果，在

SGLT-2 活性，抑制肾脏重吸收葡萄糖，改善肾脏功

▲

能，减少蛋白尿 [4]。基于此，为探究 DN 治疗中达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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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净联合利拉鲁肽的效果，本研究选取广安门中医

BS-5600，检测肌酐（Scr）
、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院南区（我院）内分泌科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BUN）
、UAER、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
、
肿

收治的 180 例 DN 患者，现报道如下。

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
、
白

1

介素 -6（interleukin-6，IL-6）
。③不良反应发生率：统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计低血糖、
皮疹、
发热、
恶心总发生率。

选 取 我 院 内 分 泌 科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4

统计学处理

1 月 收 治 的 180 例 DN 患 者，根 据 随 机 数 表 法 分

采用 SPSS 26.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

为 两 组，观 察 组（n=90）：男 58 例，女 32 例；年 龄

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 s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32 ～ 84 岁，平 均（58.45±5.04）岁；病 程 1 ～ 4 年，

样本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

平 均（2.62±0.34） 年；DN 分 期： Ⅰ 期 60 例，

料以 [n（%）] 表示，单元格期望频数 <5，采用连续

Ⅱ 期 30 例； 体 重 指 数（body mass index，BMI）

校正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 31 kg/m2，平 均（26.52±1.34）kg/m2。 对 照 组

2

（n=90）：男 52 例，女 38 例；年龄 35 ～ 82 岁，平均

结果

2.1

（58.52±5.01）
岁；病程 2 ～ 4 年，
平均（2.66±0.31）
年；
DN 分期：Ⅰ期 58 例，
Ⅱ期 32 例；BMI 23 ～ 30 kg/m ，
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6.67%，高于对照组的

7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平均（26.59±1.31）kg/m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2

表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n

组别

纳入标准：①均满足《糖尿病肾病多学科诊治与
管理专家共识》[5] 中 DN 的诊断标准；②年龄 >18 岁，
男、女不限；③无慢性肾炎等其他肾脏疾病；④生
活可自理，认知正常；⑤均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①既往有肾脏手术史者；②入组前 6 个月有
脑梗死、脑出血病史者；③过敏体质者；④合并恶
性肿瘤者；⑤哺乳期、妊娠期女性；⑥合并上消化
道出血等疾病者；⑦合并其他糖尿病并发症者；⑧同
期参与其他研究者；⑨合并躁狂症等疾病者。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90 20（22.22） 50（55.56） 20（22.22） 70（77.78）
观察组 90 32（35.56） 55（61.11）

3（3.33）

87（96.67）

χ2 值

14.406

P值

0.000

2.2

两组患者肾功能指标比较
观察组治疗前血清 Scr、BUN、UAER 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均
比对照组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2。

1.2 方法

表2

对照组给予利拉鲁肽 [ 预填充注射笔，诺和诺

两组患者肾功能指标比较（x ± s）
Scr
BUN
UAER
（μmol/L） （mmol/L） （μg/min）

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J20160037；规格：

组别

n

3 ml ∶ 18 mg]0.6 mg，
1 周后剂量可增至 1.2 mg，
1次

对照组

90 治疗前 86.25±5.16

6.82±1.32 195.26±19.62

治疗后 69.82±3.05

5.62±0.64 178.92±15.05

/d，
共治疗 2 个月。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达格
列净（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J20170040，
规 格：10 mg×30 片）
，口 服，
10 mg/ 次，
1 次 /d，共 治
疗 2 个月。
1.3

观察组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时间

t值

26.004

P值

0.000

6.269

0.000

0.000

90 治疗前 86.31±5.05

6.88±1.29 197.11±19.85

治疗后 60.16±1.44

4.05±0.16 160.52±10.34

t值

① 临 床 疗 效 [6]：24 h 尿 蛋 白（urine protein，

7.760

P值

47.242

20.654

15.509

0.000

0.000

0.000

UP）定 量、尿 蛋 白 排 泄 率（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t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27.171

22.578

9.560

rate，UAER）降低率≥ 50% 为显效；24 h UP 定量、

P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0.000

0.000

0.000

UAER 降低率 20% ～ <50%）为有效；24 h UP 定量、

注

Scr：肌酐；BUN：尿素氮；UAER：尿蛋白排泄率

UAER 降低率 <20% 为无效。总有效率 =（显效 + 有
效）例数 / 总例数 ×100%。②肾功能指标、血清炎症

2.3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指标比较

指标：抽取患者 3 ml 空腹静脉血，以 3500 r/min 离心

两组治疗前血清 CRP、TNF-α、IL-6 比较，差

速率、
10 cm 离心半径，离心处理 10 min，将上层清液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均比对

分离，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公司，型号：

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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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血清炎症指标比较（x ± s）

表3
组别

n

对照组

90

时间

CRP
（mg/L）

TNF-α
（ng/L）

CRP、TNF-α、IL-6 均低于对照组（P < 0.05）
。两组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IL-6
（ng/L）

治疗前 6.82±1.34 21.92±3.05 19.62±3.11
治疗后 5.16±0.64 18.92±2.05 17.28±2.05

观察组

90

确切。达格列净通过口服给药后，直接作用在肾脏，

t值

10.605

7.745

5.960

可有效阻断肾脏重吸收葡萄糖，不增加胰岛素分泌

P值

0.000

0.000

0.000

的同时，更好地降低、控制血糖，延缓肾脏功能受

治疗前 6.88±1.31 21.88±3.16 19.82±3.05

损程度 [15-16]。DN 患者由于机体长期处于高血糖环

治疗后 3.28±0.55 10.06±0.94 15.16±1.34

境，会增强近曲小管 SGLT-2 对葡萄糖的重吸收作

t值

24.038

34.013

13.270

P值

0.000

0.000

0.000

t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21.135

37.270

8.212

P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0.000

0.000

0.000

注

提示 DN 治疗中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临床疗效

用，增加共同转运钠离子，降低尿液经过致密斑时
钠离子的浓度，导致肾小球出现高滤过、高球内压、
高灌注状态 [17-18]。达格列净可有效抑制 SGLT-2，

CRP：C 反应蛋白；TNF-α：肿瘤坏死因子 -α；IL-6：白介

促进尿液排泄葡萄糖，纠正肾脏缺氧状态，对肾脏
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达格列净还可通过抑

素 -6

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机体氧化应激反应，从而达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到减轻肾脏受损的作用 [19]。吴光秀等 [20] 研究中，

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3.33%，对照组为

接受达格列净常规降糖治疗的观察组治疗后 24 h
尿微量白蛋白为（60.10±8.01）mg、血清 TNF-α 为

5.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105.21±31.22）ng/L，均低于接受单一降糖治疗的
表4
n

组别

对 照 组（75.98±9.40）mg、
（165.80±28.37）ng/L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低血糖

皮疹

发热

恶心

（P < 0.05），与本研究结果相似，证实达格列净在保

总发生

对照组 90 1（1.11） 1（1.11） 1（1.11） 2（2.22） 5（5.56）
观察组 90

0

1（1.11） 1（1.11） 1（1.11） 3（3.33）

护 DN 患者肾功能、减少蛋白尿方面效果显著。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如样本病例数较少、病

χ2 值

0.131

例均来源于同一家医院、研究时限较短，对结果的

P值

0.718

代表性、一般性、有效性有所影响，因此仍需临床扩
大样本病例数、增加不同医院 DN 病例、延长研究时

3

讨论

限，为评估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在 DN 治疗中的

DN 患者由于血流动力学障碍、高血糖环境的

应用价值提供更多参考依据。

影响，肾脏细胞会发生不同程度损伤，释放大量的

综上所述，DN 患者采用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

白介素等炎症递质，导致损伤部位聚集大量的白细

肽治疗，可有效减少蛋白尿，减轻肾脏受损程度以

胞，对肾系膜细胞形成一定的刺激，分泌大量的纤

及炎症反应，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临床参考、推

连蛋白、层粘连蛋白、胶原纤维等，最终引起肾小球

广以及借鉴价值均较高。

硬化

[7-8]

。另外，DN 患者肾小管上皮细胞释放的大

量细胞因子、免疫炎症递质等，会导致肾脏间质巨噬
细胞、单核细胞聚集，引起肾间质炎症纤维化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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