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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黄芪调节糖尿病患者血糖稳态作用的研究进展
沙雯君

陆灏

【摘要】

糖尿病因其日益增高的患病率、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引起社会及医学界的广泛重视，

控制血糖可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而强化的降糖治疗往往引发低血糖，反复低血糖可致血糖逆向
调节障碍，表现为血糖波动较大，阻碍患者血糖趋于正常。黄芪具有控制血糖、减少低血糖、改善胰岛
素抵抗的作用，现就黄芪在血糖调节机制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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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decades, th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of diabetes have increased such that it is

【Abstract】

becoming a major worldwide public health problem. Intensive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uld significantly raise the
patients life and their survival quality nevertheless it develops hypoglycaemia. Repeated hypoglycemia leads to
glucose conterregulate deficiencyand hamper reaching glucose target goals. Astragalus, a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 used in diabetic therapy for thousands years, has also proven its glucose counterregulationeffect on
preventing hypoglycemia. Here, we summarize its glycemic regulation mechanism in different extracts. It is
projected that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stragalus extracts will be proven in clinical trials and animal
experiments in future, and this herb extract might be known as a new class of anti-diabetic drug without
hypolycemia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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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 型糖尿病患者及胰岛功能近乎衰竭的晚期 2

铬等常量及微量元素。现代中药学对黄芪的研究主要集中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反复波动使调节血糖的内分泌反向调

在黄芪黄酮、皂苷和多糖等有效成分。认为黄芪黄酮对心

节激素，如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处于抑制状态，易出现

脑缺氧有保护作用

低血糖或高血糖

［1］

。因此，寻找将血糖降至正常水平、且

［2-3］

。黄芪皂苷具有抗炎、镇痛、抗血

栓形成、抗衰老、抗病毒、抗风湿、抗肝纤维化等，对心
［4］

。黄芪多糖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

不发生低血糖的安全有效药物，对于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

血管系统作用明显

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

可作用于多种免疫活性细胞，促进细胞因子分泌，对免疫

Astragalusmembranaceus(Fisch.)Bge.Var. mongholicus(Bge.)

抑制剂造成的免疫低下有保护作用

Hsiao 或膜荚黄芪 Astra-galusmembranaceus（Fisch.）Bge.

在糖尿病防治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认为黄

的干燥根，富含蔗糖、葡萄糖醛酸、黏液质、多种氨基酸、

芪是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细胞生理性代谢的双向调节药

苦味素、胆碱等多种化学成分，以及钙、磷、镁、铁、钪、

物，既可改善高血糖、又能抵抗低血糖。本文对黄芪双相

［5］

。近年来，对于黄芪

调节血糖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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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及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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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黄芪双向调节血糖的中医理论基础
黄芪的本草考证：黄芪药用始见于汉墓马王堆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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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五十二病方”，迄今已逾 2000 余年。黄芪原名黄耆，

可能是潜在的胰岛素增敏剂，可调节骨骼肌蛋白激酶 B/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秦汉时期《名医别录》

葡萄糖转运蛋白（PKB/GLUT4）胰岛素信号，缓解骨骼肌

指出黄芪具有“止渴”作用，这可能是后世应用黄芪治疗

胰岛素抵抗、治疗 2 型糖尿病

消渴的发端。《日华子本草》明确指出黄芪可治疗消渴。

APS 可能通过增加 1 型糖尿病小鼠肌肉内半乳凝素 1 的表

200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黄芪味甘、性温，

达，诱导 CD8+T 细胞凋亡，从而保护胰岛β细胞，治疗 1

入肺、脾经，具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之

型糖尿病

效。用于气虚乏力……内热消渴、慢性肾炎蛋白尿、糖尿

总苷中的皂苷类单体成分，黄芪甲苷对正常小鼠血糖无明

［6］

病

1.2

［15-16］

。对于 1 型糖尿病，

［ 17 ］

。③黄芪皂苷（astragaloside，Asl）：是黄芪

。目前，黄芪仍为中医临床治疗糖尿病的常用药物。

显影响，但可抑制肾上腺素和四氧嘧啶所致的小鼠血糖升

黄芪用于糖尿病的中医理论基础：糖尿病临床多表现

高

［18］

，促进胰岛素和 C 肽的分泌［19-20］，剂量依赖性抑制

为渴而多饮、饥而多食、小便频数、或尿有甜味、消瘦等，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诱导的 3T3-L1 脂肪细胞的脂解

中医将其命名为“消渴”
。中医治疗消渴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用，同时可抑制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1/2）的磷酸

有医家认为消渴之病起于脾胃

［7］

化，可逆性下调脂滴包被蛋白，减少 TNF-α诱导脂肪生成

，责于肝肾。糖尿病早期

体力下降，不耐疲劳，肢软乏力等与脾虚证相似。张元素

的关键酶，脂蛋白脂肪酶（LPL）、细胞凋亡受体（FAS）

《珍珠囊》指出：“黄芪甘温纯阳”“补诸虚不足”“益元

和甘油-3-磷酸酰基转移酶（GPAT）的表达，改善 TNF-α

［8］

。《汤液本

诱导的 3T3-L1 脂肪细胞胰岛素抵抗，增加胰岛素的敏感

草》指出：
“黄耆……补肾脏元气”。故黄芪自古以来即为

性［21］，从而起到降糖作用。对于高脂饮食联合 STZ 诱导

治疗“消渴病”的药物［9］。根据低血糖的临床主症，可将

的 C57BL/6J 糖尿病小鼠，Asl 可通过抑制肝脏的糖原磷酸

其分别归属于“眩晕”“虚风”“气脱”“厥证”范畴，以

化酶和肝葡萄糖-6-磷酸酶的活性，抑制肝糖原的分解和葡

气血阴阳失衡为主，多辨为虚证。《神农本草经》记载，

萄糖的氧化，降低血糖、三酰甘油和胰岛素水平

气”“壮脾胃”，其中“元气”即为肾中所藏

［22］

。此外，

［23］

用放射免疫分析方法观察 Asl 溶液对正常大

黄芪“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止渴……益气，利阴气。
”

江清林等

故黄芪可益气升阳而固脱，平衡身体阴阳，根据中医理论，

鼠胰升血糖素肽-1（GLP-1）的分泌作用，给 Wistar 大鼠

黄芪的补虚作用可能对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发生有预防

腹腔注射不同浓度的 Asl。结果，不同浓度 Asl 均可引起

作用。

血中 GLP-1 酰胺升高，且随着给药时间延长、Asl 浓度增
加，血浆中 GLP-1 酰胺的水平呈递增趋势。

2

2.2

黄芪双向血糖调节的现代研究

2.1

［10］

低血糖保护机制：以往的研究认为，APS 对苯乙双胍

致小鼠实验性低血糖有对抗作用，对胰岛素造成的低血糖

黄芪的降糖机制：①黄芪水提物：陈玉胜和张李阳

［24］

。毛丹丹等［25］认为，黄芪提取液对基础血

研究认为，黄芪水提物可逆、非竞争性抑制-葡萄糖苷酶

小鼠无影响

抑制剂成分，可抑制小肠内-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减少食

糖无明显影响，但可增加低血糖时部分反向调节激素分泌，

物中的双糖、多糖等物质转为可吸收的单糖进入血液，且

认为黄芪提取液可激活下丘脑糖敏感神经细胞的活性，使

在 80 mg/kg 剂量时降糖幅度最大。②黄芪多糖（astragalus

急性低血糖时血糖轻度增高。Sang J 等

polyaccharin，APS）：是从黄芪中提取的多糖成分。APS

础上进一步试验认为，黄芪提取液可诱导 c-FOS 原癌基因

可降低大鼠血糖水平，但对血清胰岛素水平和 C 肽含量没

在下丘脑旁室核（PVN）、孤束核（NTS）的改变，增加促

有影响，推测 APS 治疗糖尿病可能与调节血糖动态平衡有

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神经元活性。从而激发下丘脑-垂体-

［11］

关

［12］

。Liu J 等

实验发现，APS 可通过磷酸腺苷-单磷

［26］

在上述研究基

肾上腺轴中的促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神经元，增加

酸腺苷激活的蛋白激酶-AKT 底物通路刺激 L6 肌小管对葡

肾上腺素释放，改善大鼠对急性低血糖的反应。

萄糖摄取从而降血糖。单磷酸腺苷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
［13］

缓解葡萄糖毒性，增加肝糖原合成和骨骼肌葡萄糖运输
［14］

减少肝内质网应激

，恢复葡萄糖的体内平衡。同时 APS

，

3

结语
以上通过对黄芪治疗糖尿病的作用机制和途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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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纳发现，黄芪在降血糖的同时，可能具有双向调节血

diabetic states via activation of AMPK[J]. Acta Pharmacol

糖、维持血糖稳态作用。从中医理论出发，黄芪可治疗因

［14］ Mao XQ,Wu Y,Wu K,et al.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reduces

脾失健运、元气不足所引起的体内血糖蓄积过多，也可缓

hepatic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and restores glucose

解脾气虚、脾阳虚、肝肾亏虚、气血不调引起的面色苍白、
肢冷乏力、头晕、冷汗出等类似低血糖症状。从现有研究
显示，黄芪具有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预防低血糖
发生三大特征，但相比降血糖研究，对黄芪预防糖尿病患
者低血糖的研究目前还较少，对其可能的机制阐述不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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