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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参芪地黄汤联合二甲双胍治疗
糖尿病肾病 27 例的疗效观察
李莉

咸玉欣

庄敏

【摘要】 目的 观察参芪地黄汤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54 例糖尿病肾
病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27 例，两组患者均进行糖尿病常规治疗。对照组在糖尿病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口服二甲双胍 0.25 mg/次，3 次/d，连服 8 周；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参芪地黄汤加减治
疗，1 剂/d，4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分别检测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24 hUAE）、
血清肌酐（SCr）、血尿素氮（BUN）、空腹血糖（FBG），并行疗效评定。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5.2%，
对照组为 66.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76，P＜0.05）；治疗组 24 h UAE、SCr、
BUN、FBG与对照组治疗后以及与同组治疗前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 4.231、3.754，P
均＜0.05）。结论 采用参芪地黄汤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优于单纯用二甲双胍治疗。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参芪地黄汤；二甲双胍

Efficacy analysis o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with Shengqidi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LI Li, XIAN Yu-xin, ZHUANG Min. East area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0, 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diabetic nephropathy with
Shengqidi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Methods 54 case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means of random number table. Both groups were given diabetic routine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etformin, 0.25 mg each time, three times a day, based on the
diabetic routine treatment for 8 weeks,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hengqidihuang decoction,
once a day, 4 weeks as a course,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2 courses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24 h urinary
protein（24hUAE）, serum creatinine（SCr）, blood urea nitrogen（BUN）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FBG）
were det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5.2% and 66.7%
respectively, show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3.376,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4hUAE,
SCr, BUN and FBG in the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χ2＝4.231, P＜0.05) after the treatment.
24hUAE, SCr, BUN and FBG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treatment, especiall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lso
show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3.754, P＜0.05). Conclusion The therapy of metformin combined with
Shengqidihuang decoction on diabetic nephropathy was better than metformin only.
【Key words】 Diabetic nephropathy；Shengqidihuang decoction；Metformin

糖尿病肾病为糖尿病较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因此早期积极的治疗可改善患者的病情，降低死

也是导致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慢

亡率。本研究采用参芪地黄汤联合二甲双胍治疗

性高血糖导致一系列生化代谢紊乱和血流动力学

糖尿病肾病，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改变引发的肾小球硬化症

。该病具有发病隐匿、

进行性加重的特点。若不积极治疗则往往发展至

1

终末期肾功能衰竭，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生存，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全部患者均选自 2008 年 5 月至

2010 年 10 月我院住院患者，均经临床症状及实验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3.003
作者单位：266000 山东省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东区
内科

室检查确诊。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全部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各 27 例，对照组中男性 15 例、女性 1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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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59.3（42～68）岁；平均病程 7.5（3～

15 g、黄芪 30 g、熟地黄 15 g、山药 12 g、茯苓 9 g、

17）年；其中合并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2 例、糖

牡丹皮 9 g、附子 12 g、杜仲 12 g、丹参 9 g、五味

尿病视网膜病变 9 例、高血压 7 例、冠心病 8 例、

子 6 g、甘草 6 g，血瘀者加川芎、益母草；阳虚

脑血管疾病 5 例。治疗组中男性 17 例、女性 10

浮肿者加肉桂、菟丝子；血压高者加夏枯草、决

例；平均年龄 59.2（40～67）岁；平均病程 7.3（2～

明子；恶心呕吐者加半夏、竹茹；痰浊重者加陈

15）年，其中合并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9 例、糖

皮、胆南星，1 剂/d，水煎取汁约 300 ml，分早晚

尿病视网膜病变 8 例、高血压 9 例、冠心病 6 例、

两次温服，两组均 4 周为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

脑血管疾病 3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

1.5

及合并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检测 24 hUAE、血清肌酐（SCr）、血尿素氮（BUN）、

具有可比性。

空腹血糖（FBG），并进行疗效评定。

1.2

临床诊断标准：(1)西医诊断标准

［ 1］

：①患

1.6

临床观察指标：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分别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者均有烦渴、多食、多饮、多尿、消瘦等症状，

原则》3 制定。显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24 hUAE

或者任意时间血浆葡萄糖水平≥11.1 mmol/L；空

较治疗前下降≥40%或恢复正常。有效：症状、体

腹血糖测定≥7.0 mmol/L；餐后 2 h血糖测定≥

征减轻，24 hUAE较治疗前下降＜40%。无效：症

11.1 mmol/L，满足以上任一条件均可确诊。②符

状、体征无改善，各项指标未达到有效标准者。总

合Mogensen糖尿病性肾病分期标准

［1 ］

，全部患者

均为Ⅳ期，24 小时尿蛋白定量（24 hUAE）≥0.3 g。
(2)中医诊断标准

［2］

：中医辨证为脾肾不足，气阴

［ ］

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7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均数

两虚型，主症：倦怠乏力、腰酸腿软、腹胀便溏、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头晕耳鸣、自汗盗汗。次症：少气懒言、尿频、

验，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夜尿清长、头晕目眩、耳鸣耳聋。舌脉：舌质紫

有统计学意义。

暗，胖大有齿印，脉沉细无力。
1.3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①符合

2

结果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及 Mogensen 糖尿病

2.1

性肾病分期标准，均有 2 型糖尿病病史；②符合

效 11 例(40.8%)、无效 9 例(33.3%)，总有效率为

中医诊断标准，辨证为脾肾不足，气阴两虚型；

66.7%。治疗组显效 15 例(55.6%)、有效 8 例

③年龄 40～70 岁，性别不限；④知情同意；⑤处

(29.6%)、无效 4 例(14.8%)，总有效率为 85.2%。

于肾功能正常期或肾功能不全代偿期。(2)排除标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准：①原发性肾脏疾病；②高血压、泌尿系感染、

3.376，P＜0.05）。

心脏病等引起的继发性肾脏疾病；③合并严重急、

2.2

慢性并发症；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照组比较，治疗组 24 hUAE、SCr、BUN、FBG明

1.4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进行糖尿病教育，

显降低（χ2＝4.231，P＝0.041，P＜0.05）；与同组

严格控制饮食，给予低盐低脂优质低蛋白糖尿病

治疗前组比较，治疗后 24hUAE、SCr、BUN、FBG

饮食，并进行适量运动及对症治疗。对照组在此

均下降，且治疗组尤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基础上加用二甲双胍（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

（χ2＝3.754，P＜0.05）
，见表 1。

临床疗效比较：对照组显效 7 例(25.9%)、有

治疗前后各项实验室指标比较：治疗后与对

司）0.25 mg/次，餐后 30 min 口服，据血糖最大
用至 0.5 g/次，3 次/d，连服 2 个月。治疗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加服参芪地黄汤，药物组成：党参

3

讨论
糖尿病肾病为糖尿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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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别

两组糖尿病肾病患者治疗前后 24 hUAE、SCr、BUN、FBG 变化比较( x ± s )
例数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24 hUAE(g)

SCr(μmol/L)

BUN(mmol/L)

FBG(mmol/L)

1.82±0.39
1.23±0.23b

193±35.1
134±22.3b

7.6±2.12
4.9±1.63b

9.12±2.25
7.84±1.73b

1.79±0.35
0.85±0.12ab

187±33.6
105±18.5ab

7.5±2.17
3.5±1.33ab

9.26±2.31
7.23±1.52ab

27

27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组内治疗前后比较，bP＜0.05

一，主要是与糖尿病代谢异常有关肾脏小血管及

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加强糖酵解、抑制

肾小球的病变，以硬化为主，导致蛋白尿排泄和

肝糖异生，减少肝糖输出，增加糖的无氧酵解，

［4］

滤过异常

。早期糖尿病肾病这一时期肾小球基

［6 ］

从而达到降糖及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二甲双胍联合参芪地黄汤治疗糖

底膜增厚和系膜基质增加、肾小球内血流动力学
［5］

。

。而糖尿病患者

尿病肾病，可补长取短，标本兼治，有效减少患

一旦发生肾脏损害，进入明显蛋白尿期，往往可

者尿蛋白，改善肾功能，提高了机体的免疫力，

进行性发展成为终末期肾衰，故早期糖尿病肾病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异常，使肾小球呈高滤过状态

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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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 1988 年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和卫生部 1998 年颁布的《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实施细
则》，本刊对论文中有关是要动物的描述，要求在论文中说明以下事项：①品种、品系及亚系的确切名称；②遗传
背景或其来源；③微生物检测状况；④性别、年龄、体质量；⑤质量等级及合格证书编号；⑥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
⑦健康状况；⑧对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
医学实验动物分为四级：一级为普通级；二级为清洁级；三级为无特定病原体（SPF）级；四级为无菌级（包
括悉生动物）。卫生部级课题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等科研实验必须应用二级以上的实验动物。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