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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2 型糖尿病自然病程与中医学
肝脏关系的分析
李志奇
【摘要】 从现代医学角度着手分析肝脏生理功能、病理状态与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认为
肝脏功能的失调是机体神经、内分泌及免疫功能紊乱的基础，中医的各型肝失调护的状态贯穿于消渴病
的发生发展及其预后。笔者认为，通过中药调护肝脏干预糖尿病，可获得较好疗效。
【关键词】 糖尿病；肝；病因病机；中医治疗

Analy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edure of type2 diabetes and the liver in
TCM LI Zhi-qi. Yangsh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QingYuan 513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medicine,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e
of diabetes and the hepatic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s well as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Liver dysfunction
played a key role in each stage of type 2 diabetes. It's the basis for disorders of nervous, endocrine and immune
systems. Using TCM methods to protect the liver can be useful to interfere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es and
achieve sound therapeutic effects.
【Key words】 Diabetes；Liver；Pathogenesis；Treatment of TCM

糖尿病是以糖代谢紊乱为主要表现的内分泌

谢，正常人脂类代谢在肝脏中保持动态平衡。生

代谢疾病，中医学将其归为“消渴”范畴。传统

理状态下，从消化道吸收的 30%～60%葡萄糖，

理论认为，消渴的病机为阴虚燥热，以阴虚为本、

在肝脏内被用于合成糖原或转化为氨基酸或脂肪

燥热为标，主张上消治肺、中消治胃、下消治肾。

酸。胰岛素促进肝细胞合成糖原并减少糖异生，

然而，临床上却鲜见“三消”俱全的患者，症状

同时增加骨骼肌摄取血糖并减少脂肪细胞脂解。

不典型者较多，近代医家又提出糖尿病气虚、气

胰岛素抵抗(IR)或胰岛素缺乏时，脂肪组织脂解

阴两虚、血瘀、痰湿等观点，治以益气养阴、活

增加。通过血液进入肝脏的游离脂肪酸增加，肝

血化瘀、补肾健脾等。肝郁肝火是近年发展起来、

糖异生和释放入血相应增多，伴肝脏合成糖原及

临床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的学说。笔者总结了近年

骨骼肌摄取血糖减少，结果在诱发脂肪异位的同

来诊治 2 型糖尿病（T2DM）及前糖尿病患者的临

时可引起血糖增高和糖尿病。慢性肝损害时肝脏

床用药心得，认为在糖尿病发展的各阶段注重肝

糖脂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变势必会导致 IR 和

的调护，对延缓糖尿病进程、控制血糖、提高生

高血糖症

活质量均有重要意义。现就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与

1.2

肝脏的关系探讨如下。

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其功能因各种肝病受损

［1-3］

。

肝损伤与糖尿病的发生相关联：肝脏在糖代

时可诱发糖代谢紊乱，较为典型的是肝源性糖尿
1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病机的研究

1.1

肝损伤为 T2DM 发病机制中的重要部分：肝

脏既是胰岛素作用的靶器官，又参与调节脂肪代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6.014
作者单位：513000 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办公室

病。目前，无明显肝功能损害的非酒精性脂肪肝
被视为原发性 T2DM 发生的高危因素之一。反之，
糖尿病发生又可进一步加快肝损害及肝纤维化的
进程，增加肝硬化、肝硬化并发症及肝癌的发生
率和死亡率

［4］

。可见，肝损伤与糖尿病的发生有

关，且是疾病进展的重要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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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2DM 病期分类：现代糖尿病学认为 T2DM

阴不足、肝阳化风、肝肾阴虚、肝肾阴阳两虚的

的发生、发展可分为 4 个阶段：①遗传学易感性；

过程。调整肝脏功能使其恢复正常始终贯穿于糖

②高胰岛素血症和（或）胰岛素抵抗；③糖耐量

尿病的整个病程并影响着糖尿病的预后、转归。

低减；④临床糖尿病。临床上接触的 T2DM 人以
2、3、4 阶段多见，起病常隐匿、缓慢，“三多一

3

少”症状轻，部分患者没有典型的症状，只在常

3.1

规体检或患其他疾病时或出现慢性并发症时才发

表现及转化：李氏

现糖尿病。因此，采用中医药干预处在正常糖耐

反映基础胰岛素抵抗的胰岛素抵抗指数、肝脏胰

量和血糖稳定机制损害阶段的患者，从调肝入手

岛素抵抗指数，结果显示 T2DM 正常的 NAFLD

应用中医药干预的方法能较好的把病程控制在该

患者的肝脏、肌肉和脂肪等组织均存在胰岛素抵

阶段而不发展为临床糖尿病；而已确诊糖尿病的

抗，而 NAFLD 患者的肝脏胰岛素抵抗较 DM 患

患者，在进行西药控制血糖的情况下，辅以中医

者 明 显 。 再 次 论 证 了 胰 岛 素 抵 抗 是 T2DM 和

调肝法，能使血糖控制更为平稳，有效防止糖尿

NAFLD 的共同病理生理特征这一理论。T2DM 在

病并发症的发生。

第 2、3、4 阶段中均与肝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中西医理论相参理解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在中医证型中的
［6］

予 99 名研究对象检测并计算

如上述实验表明所有 NAFLD 患者，均已存在不同
2

糖尿病与中医肝相关的理论基础

程度的的高胰岛素血症及胰岛素抵抗，虽无典型

《灵枢·本脏篇》有“肝脉微小为消瘅，
“肝

的临床症状，但已属于糖尿病病期中的 2 期；大

脆剜善病消瘅易伤”的记载，说明早在《黄帝内

部分 NAFLD 患者表现为超重、中心性肥胖、脂代

经》时已有从肝认识消渴病的理论。因肝属木，

谢异常、糖耐量减退等一或数个临床症状兼具，

主升主动，疏泄条达、调畅情志与肝之所主密切

为现代医学所认识的肝功能失调继发产生。杨氏

相关。情志久郁不畅，致肝木失于条达，诸腑脏

等

相继受累。肝木克犯脾土，脾为水谷枢纽，开以

得较好疗效，大鼠肝脏脂变程度明显减轻，肝功

心肺，降出膀胱及大肠。肝郁气滞，影响脾胃，

能、血脂水平、胰岛素抵抗均有显著改善。邓氏

不能输转水谷精微，降出大于升入，故见小便多

等

而甘；精气不升，生化无权，精微不能输布脏腑，

病人血糖(FBG)、餐后 2h 血糖(PBG)、糖化血红

营养四肢，故见神疲、纳呆、乏力、虚胖或消瘦。

蛋白(HbAlc)、血脂等较治疗前均有降低，且在降

肝郁脾虚，脾气不能散精，使人体饮食精微不能

低血脂水平和改善临床症状方面较使用二甲双胍

顺利转化，从而使内环境失去平衡稳定，发生糖

的对照组更具优势。张仲景提出“见肝之病，知

尿病。肝郁致脾虚，脾虚和肝郁兼能炼湿成痰，
《医

肝传脾，当先实脾……”
，以上的事实符合以健脾

［5］

［7 ］

用疏肝健脾方治疗大鼠非酒精性脂肪肝，获

［8 ］

用疏肝化湿法治疗 69 例临床 T2DM 患者，

贯》 中云：
“七情内伤，郁而生痰”。水液代谢虽

法率先护肝之用的治未病思想。

为肺脾肾及三焦所主，但有赖肝气的敷布和调畅；

3.2

肝郁气滞，水液不布，凝阻而生痰。

与肝失疏泄有着密切的关系；流行病学调查指出，

由此可见，肝失疏泄乃气、痰、水湿、内热、

抑郁症与糖尿病发病的关联：T2DM 的发生

糖尿病患者这一群体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心理压

火诸病理产物及脾、肾、肺、心诸脏接连受累的

力，处于焦虑状态甚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不在少

基础。笔者经过数年来的临床摸索，体会到糖尿

数，且这些心理失衡的情况是在他们患病前就存

病的发病过程可理解为各种直接间接因素致的肝

在，患病后呈与疾病相互作用、加重的趋势。现

失疏泄、肝气郁结继而发展为肝郁脾虚、肝郁痰

代人的生活节奏及生活压力大，刺激一系列的细

凝、肝火上犯、肝风内动，后衍生各变证包括肝

胞炎性因子，焦虑及抑郁状态导致自主神经功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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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内分泌功能障碍，使得糖尿病易感性提高
［11］

。

的神经、内分泌及免疫调节的紊乱。
“肝主疏泄”

云“忧郁则气结而生痰”。聚

的实质包括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肝郁证是高级

湿成痰，虽为脾所致，然而其因在肝痰湿既是肝

神经紊乱而表现的一组症候群，情志异常是肝郁

郁的产物，又是导致血瘀及糖尿病发生的原因。

的主要病因；肝郁影响情绪、消化系统、内分秘

痰湿内阻，血流不畅，则致血瘀；痰湿不化，遏

腺的代谢和电解质平衡的紊乱；研究还发现，肝

阻气机，水津不布则致精微滞于血中而出现高血

郁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体内自由基因生成

《明医指掌》

［12］

云“心境愁

增加而清除能力下降，故可推测胰岛素抵抗与之

郁，内火自燃，乃消症大病”，《儒门事亲·河间

有关。肝郁患者存在微循环障碍和血液流变学的

糖、尿糖。
《临证指南医案·三消》
［ 13 ］

三消论》

云：“消渴者……耗乱精神，过违其

改变，以上皆为糖尿病合并症发生的基础

［1-3］

。

度……之所成。”并首倒舒肝之法，河间提出“治

笔者从肝脏生理功能、病理状态入手，结合

上消鬲消而不欲多食，小便清利宜小柴胡汤”。郑

中医肝的体阴用阳概念，分析了肝气失畅，肝气

［14］

氏

用疏肝调气法治疗 T2DM 101 例，收到满意
［15］

郁滞，肝阴肝血不足，肝阳上亢，肝郁肝瘀的等

用疏肝调气法治疗糖尿病合并抑

一系列中医肝失调护状态，认为这些状态将贯穿

郁症的患者，在控制血糖和患者精神状态上取得

于 T2DM 发生发展、预后、转归的全过程。提出

的综合效应优于单纯应用现代医学控制病情。说

临床应注意运用中医药调肝气，养肝血，护肝阴，

明用中药调肝护肝对于延缓 T2DM 的病程进展，

此可干预 T2DM 发展的全过程。

的效果；郭氏

甚至是逆转 2、3 期糖尿病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3

糖尿病并发症在中医：消渴日久，变证渐生，

其并发症也围绕肝之气郁不舒而形成。如动脉硬
化、高血压为肝阴不足、肝阳上亢所致，如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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