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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胰脏：现状、挑战与展望

王友清+
(北京化工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目前医学界还没有根治糖尿病的手段，人工胰脏被广泛地认为是治疗和管理糖尿病最有前途的手段之

一。在此就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GMS)、胰岛素泵、闭环算法、及其之间的通信和l临床试验等5个方面，对人工胰脏

研究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有前途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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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Pancreas：State-of-the-Art，Challenges and Outlook

WANG You·Qing‘

(College of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Beijing University of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There are currently no radical treatment methods for diabetes mellitus，and artificial pancreas(AP)

system is wide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candidates for diabetes daily management．A survey on

the state—of-the—art，challenges，and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AP research wa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in terms

of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CGMS)，insulin pump，closed—loop algorithm，communication，and

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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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康人体的胰脏可以分泌两种荷尔蒙：胰岛素

和胰高血糖素。胰岛素可以降低血糖水平，胰高血

糖素可以升高血糖水平。人体通过感知当前的血

糖水平，来决定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量，从

而将血糖水平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由于遗

传因素、免疫功能紊乱、微生物感染、精神因素等，

人体出现胰岛素分泌功能减退或者胰岛素抵抗，就

会打破血糖的平衡状态，出现持续的高血糖，这就

是所谓的糖尿病。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的恶化，糖尿

病日益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多发疾病。2011

年11月世界糖尿病联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公布了最新版本的《Diabetes

Atlas))，估算2011年全世界大约有3．66亿名糖尿病

患者，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5．52亿⋯。

在主要发达国家，糖尿病成为失明、肾衰竭和下肢

截肢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心血管并发症引起死亡

的主要因素。糖尿病是人类第四大死因，其导致死

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2％，每年有460余万

人死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uj。每年全球11％的医

疗保健费用，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目前医学界还没有根治糖尿病的手段，利用医

疗设备代替或者部分代替胰脏的血糖调节功能成

为必要的和可行的选择。广义上讲，这种医疗设备

就可以称为人工胰脏。广义的人工胰脏已经存在，

如1977年面世的BiostatorHl。然而，本文所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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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胰脏有更具体而精确狭窄的含义：一类通过完全

闭环控制胰岛素输注速度，从而全面代替胰脏实时

调节血糖水平的便携式医疗设备。狭义的人工胰

脏有两个特点：“完全闭环控制”和“便携”。完全闭

环控制意味着不需要用户的参与，自动调节血糖水

平；便携意味着它可以长期日常使用。人工胰脏主

要由3部分组成(见图1)：1)可靠准确的传感器，用

来测量实时的血糖浓度；2)可以被自动调节的胰岛

素泵；3)根据血糖测量值不断调节胰岛素注射速度

的闭环控制算法。

如图2所示，近年来血糖监测技术和胰岛素输

注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满足临床要求的动态血糖

监测系统(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CGMS)旧。和胰岛素泵H1早已面世，人工胰脏的硬件

基础已经基本成熟。因此，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

投入到闭环控制算法的设计和测试中。

为了推动人工胰脏的研发，世界上最大的1型

糖尿病研究机构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JDRF)于2005年启动了人工胰脏计划

血糖监测发展历程

雾雾

尿液检测 1977正

首台血糖仪

(Artificial Pancreas Project)IS]。2008年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也启动了自己的人工胰脏研究计划

(RFA—DK-09-001)M’。2010年，欧盟启动“AP@

Home”计划071。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离第一

代人工胰脏越来越近了。

糖尿病人

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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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人工胰脏结构图

Fig．1 Block diagram of an artificial pancrea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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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血糖监测技术和胰岛素输注技术的发展历程

Fig．2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and insulin deHvery technologies

最新的流行性病学调查表明，中国有九千多万

糖尿病患者，是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1。我国也在

人工胰脏及其相关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取

得了初步成果。经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了

CGMS的效果后，提出了适合中国人的诊疗标准¨1。

2009年12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首次发布

了《中国动态血糖监测临床应用指南》，以规范和推

动动态血糖监测技术的合理应用。就已开展的胰

岛素泵的临床应用研究，在2009年9月在第八届中

国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学术年会上，《中国胰岛素

泵治疗指南》正式发布，是全球首个胰岛素泵疗法

的参考规范。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人工胰脏的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相关仪器开发和

临床使用阶段，而人工胰脏的闭环算法设计和临床

试验鲜有人研究。

在此就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GMS)、胰岛素泵、

闭环算法、及其之问的通信和临床试验等5个方面，

对人工胰脏研究的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并就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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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以及有前途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1 研究现状与挑战

1．1 CGMS

为了管理血糖水平，必须测量血糖水平。目前

的CGMS可以每1～5 min得到1次血糖水平测量

值。根据能否实时获得测量值，CGMS可以分为两

类：回顾式CGMS和实时CGMS。回顾式CGMS需

要在一个测量周期(3～5 d)结束后，与电脑连接读

取所得测量数据；实时CGMS可以实时读取测量数

据。显然，实时CGMS是人工胰脏的必需项。

根据监测位置的不同，血糖监测方式可以分为

无创式和有创式。目前无创式血糖监测方法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引：光学／辐射类、反向离子电渗

分析类、代谢热整合类、超声波类、电磁波类、阻抗

谱类以及体液类¨¨。然而，由于精度和成熟度不

够，绝大部分无创式血糖监测方法还处于实验室阶

段，没有大规模临床使用。

真正成熟的商用CGMS都是有创的。根据探针

位置的不同，主要分为静脉式和皮下式。两者基于

的测量原理不同，然而由于测量位置的优势，静脉

式的精度更高、测量时滞更短。静脉式CGMS有一

个最大的风险是容易感染，因此，通常用于特殊的

环境下，比如说重症监护病房。目前可以用于人工

胰脏的CGMS基本都是基于皮下测量的。

商业化的实时皮下式CGMS产品主要有：美国

美敦力(Medtronic)公司的Guardian@RT系统、美国

DexCom公司的Seven@Plus系统、美国Abbott

Diabetes Care公司的FreeStyle Navigator@系统等。

2008年，Kovatcheve等对3家公司的CGMS产品进

行了比较¨o。中国的圣美迪诺公司和福尼亚公司

在实时CGMS领域也取得不少成绩。

上述产品基于的测量原理相同：葡萄糖氧化酶

法。组织间液中的微量葡萄糖不断通过探针上的

透析膜进入酶反应层，同氧化酶发生氧化反应，产

生葡萄糖酸并释放电子，电子由转化器接受，形成

氧化电流并通过导线传出数据。

目前，皮下式CGMS普遍存在下述一些问题。

1)多次校正：为了提高精度，校正误差和漂移，

目前的所有CGMS产品都需要血糖仪的辅助；血糖

仪通过指尖采血测量血糖浓度，并把该测量值输入

CGMS来校正连续血糖测量值。

2)测量误差：Garg等人的临床试验表明¨2|，

Seven@Plus系统和FreeStyle Navigator@系统的平

均绝对相对差(MARD)分别为16．8％和16．1％；而

在低血糖范围(YSI值<80mg／dL)，两者的MARD

分别为21．5％和29．8％；低血糖时的大测量误差对

闭环控制是一个重要挑战。

3)测量时滞：CGMS测量值和真实血糖值之间

存在一定的时滞，该时滞有两个来源，生理性的和

设备性的；生理性测量时滞是因为血液中的糖分和

组织间液中的糖分通过毛细血管壁达到动态平衡，

因此组织间液的糖分浓度变化比血糖浓度变化要

滞后一定的时间，生理性时滞是皮下式CGMS的先

天性缺陷；由于信号传输和数据处理，可能会增加

时滞，这一部分称为设备性时滞。CGMS的测量时

滞一般在6～15 min之间¨孓”1。

皮下式CGMS存在的这些问题，成为了人工胰

脏研究的重要硬件瓶颈之一。

1．2胰岛素泵

出现并发症的主要原因是糖尿病导致的高血

糖(血糖浓度高于10 mmoL／L)。为了降低血糖浓

度，很多糖尿病患者需要外源性胰岛素治疗。传统

疗法是每天多次打针注射胰岛素，这给患者带来极

大的痛苦和不便。目前，最先进的疗法是佩戴胰岛

素泵，一天24 h实时输注¨6。川。泵疗法减轻了患者

的痛苦，可以得到更好的血糖控制效果ⅢJ，也为胰

岛素的全自动输注带来了希望。

根据给药位置的不同，胰岛素泵分为植入式

泵、连续静脉输注(CVII)泵、连续皮下输注(CSII)

泵。植入式泵的排异问题和可接受度始终是它的

最大瓶颈。由于易感染，CVII泵主要用于某些特殊

情况，如住院治疗、手术等。目前，CSII泵是应用最

广的胰岛素泵。

为了模拟正常人体的胰岛素释放规律，所有胰

岛素泵均采用基础量和大剂量两项组合的输注方

式。胰岛素泵24小时输注基础量，使餐间和夜间的

血糖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基础量胰岛素由医生指

导病人设定，一天可以分为3—6段，每段里的基础

量固定不变。大剂量胰岛素用来补偿饮食的影响

或者校正高血糖，需要病人根据自己的饮食情况和

血糖测量值计算得到。然而，大部分的胰岛素泵可

以每1～5 min改变一次输注速度，基本满足了人工

胰脏闭环控制的硬件要求。

与测量时滞类似，在输入端也存在时滞，称作

输入时滞。输入时滞也有两个来源：从得到输入信

号到胰岛素被输注到体内，是设备性输入时滞，通

常微不足道；从胰岛素输注到人体到发挥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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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性输入时滞。尽管速效胰岛素的研究取得了

不小的进步，皮下输注速效胰岛素达到药效峰值的

时间仍达(136±56)rain(均值±标准差)n 81。

1．3闭环控制算法

如上所述，市面上的CGMS和胰岛素泵已经基

本满足了人工胰脏的硬件要求，问题的难点落在了

设计闭环控制算法上。由于闭环控制算法用来模

拟胰脏中B细胞的作用，因此，它又被称为“人工胰

脏B细胞”。毫无疑问，人工胰脏B细胞的设计需

要医护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自动化专业人

才)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目前用于人工胰脏的闭环

算法主要包括¨91：模型预测控制(MPC)㈣‘22]、比例．

积分．微分控制(PID)乜3驯、模糊控制‘25粕]、三者的

结合方法以及其他方法m驯。

MPC的主要思路是：通过预测未来输出，寻找

未来一段时间内最佳的控制策略，并且根据实时测

量信息及时调整输入信号。MPC对建模不确定性

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另外，MPC的框架可以很方便

地处理时滞、饮食摄取和餐前胰岛素大剂量，因此

MPC被认为是人工胰脏B细胞的最佳选择之一。

PID控制作为最早实用化的控制器，已经有70

多年的历史，现在仍然是应用最广泛的工业控制

器∞0|。PID设计的胰岛素输注速度可以看作3部

分的加权和：比例项、积分项和微分项。比例项为

血糖离目标值的差，即血糖控制偏差；积分项就是

血糖控制偏差的积分；微分项反映了血糖浓度的变

化率。

人的决策过程往往基于很多模糊概念，从而提

高了决策的效率。为了模仿人类的模糊决策过程，

上世纪70年代，学者提出了模糊控制的概念。模糊

控制可以方便地把专家知识融人到控制器设计中，

因此在医学领域得到了有效应用。模糊控制属于

基于规则的方法，基于规则的方法都有一个通病：

难以个体化。由于不同个体血糖动态的差异性很

大，这一缺陷限制了模糊控制在人工胰脏的应用。

为了提高安全性，人工胰脏B细胞通常会增加

一个安全层。这些安全层本质上是一个基于规则

的监督单元，来约束胰岛素的输注速度。主要方法

包括：基于体内残余胰岛素(IOB)的方法旧“、限制

最大输注速度的方法口引、低血糖或预报低血糖关泵

的方法等等口3。。另外，远程医疗和全球定位技术也

可以用来增强人工胰脏安全性。笔者所在实验室

正在研究容错控制在提高人工胰脏安全性中的作

用，已经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为带有传感器丢包

故障的人工胰脏设计了一套可靠控制策略口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算法只有少数经过了临床

测试，大多数算法只经过了仿真测试。进行仿真测

试就需要数学模型和仿真平台。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与意大利帕多氏联合开发的仿真平台(简称

UVa／Padova仿真平台)旧”副和英国剑桥大学开发的

仿真平台(简称Cambridge仿真平台)口’1是目前应

用最广的两个仿真平台。其中，UVa／Padova仿真平

台已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代

替动物试验，从而可以大大节约试验成本，缩短测

试时间。笔者所在课题组所开发的仿真平台，除了

包含上述两个仿真平台中所用模型外还有所扩展，

补充了更多的动态模型，因此有更好的普适性。该

仿真平台已经获得了国家版权局的软件著作权证

书(登记号：2011SR094455)。

从控制理论的角度出发，人工胰脏的闭环控制

面临着很多理论上的挑战。

1)非稳态：由于人体动态的复杂性，“胰岛素一

血糖浓度”动态是一个典型的非稳态过程，这给控

制算法的设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非线性：“胰岛素一血糖浓度”过程是非稳态

的，因此非线性特征就会表现得特别强烈。非线性

系统的控制问题是一个基础性难点问题，至今吸引

了众多的学者投身该领域的研究。

3)人体差异：人类的多样性和人体参数的时变

性使得血糖控制变得非常困难，以速效胰岛素的药

代动力学模型为例，同一个体在重复情形下的动力

学差异可以高达50％，人群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同个

体差异的4倍以上口8|。因此，闭环控制算法一定要

有很好的普适性。

4)多源外部干扰：影响“胰岛素一血糖浓度”动

态的外部干扰，包括饮食、物理活动、压力等。这些

外部干扰很难被实时测量，因此所设计的控制算法

必须能够很好地“包容”这些外部干扰(即算法的鲁

棒性要够好)。

1．4软硬件连接与通信

CGMS、胰岛素泵和闭环算法之间的互相连接

和通信，是实现人工胰脏的关键一步。CGMS和闭

环控制直接的通信，可以保证测量信号及时地告诉

闭环算法；闭环算法和胰岛素泵之间的通信，可以

保证设计的控制信号及时地得以执行。如果闭环

算法的计算量不大，它可以嵌入到胰岛素泵中的

芯片。

美敦力公司已经开发了集成CGMS和胰岛素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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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Paradigm@ Revel“系统和Paradigm@

Veo删系统。Paradigmo Revel删系统是世界上第一

套集成了CGMS和胰岛素泵的系统。CGMS的葡萄

糖感应器通过射频信号将血糖测量信息发送给胰

岛素泵；然而，胰岛素泵只有在设计大剂量的时候

才利用血糖测量信息，其他情况下都是开环控制

的。Paradigm@Ve01w系统进一步拓展了CGMS的

应用范围：当CGMS测量值低于某阈值时，自动关闭

胰岛素输注最长达2 h，这一策略也称为“低糖悬

停”。Paradigm@Ve01w系统体现了当前人工胰脏的

最高水平。

由于绝大部分公司不具有同时生产CGMS和胰

岛素泵的能力，因此研究CGMS或胰岛素泵与计算

机之间的实时通信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引入计算

机也可以增加设计和调试闭环算法的自由度，提高

开发效率。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发了即

插即用式硬件仿真平台，建立了计算机与多种

CGMS和胰岛素泵的实时通信，并且开发了闭环控

制算法设计和测试平台旧引。最近，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开发了CGMS／胰岛素泵与智能手机之间的通信

软件，并进行了临床测试m1。

1．5临床试验

实现人工胰脏的完全闭环控制是一个严峻的

挑战，因此学者们把这个宏伟计划分为几个阶段性

目标H11：缓解低血糖、预防低血糖、控制到安全范

围、夜间血糖控制、利用饮食或运动信息的闭环控

制、完全闭环控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研究人员

提出了很多对应的闭环控制算法(见表1)，并进行

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这些试验的现状和主要结论列

在表2中。

表1 实现各种治疗目标的闭环算法m1

Tab．1 Closed-loop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treatment oSjectives‘训

目标 调节胰岛素输注的方法

缓解低血糖

预防低血糖

控制到安全范围

夜间血糖控制

利用饮食或运动

信息的闭环控制

完全闭环控制

检测到低血糖后停止胰岛素输注(低糖悬停)

预测低血糖，并提前减少或停止胰岛素输注

当血糖不在安全范围时，增加或减少胰岛素输注，从而减少高血糖和低血糖

通过调节胰岛素输注控制夜间的血糖浓度；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生活方式干扰的影响

基于饮食或运动信息，设计前馈控制策略，可以提前或者即刻改变胰岛素输注速度，提高血糖控制效果

饮食、运动、压力等影响血糖控制的干扰因素均未知，完全基于血糖的测量信息来反馈改变胰岛素输注速度

当出现低血糖时，最直接的做法是马上中断胰

岛素的输注。如前所述，美敦力的Paradigm@

VeoⅢ系统已经将这种想法变成了现实。然而，“低

糖悬停”策略只能缓解低血糖的程度和危害，并不

能预防低血糖。在文献[42]中，Buckingham等人设

计了基于5种血糖预测算法的投票竞争策略，所有

预测算法的预测时长均为35分钟，通过投票法决定

是否中断胰岛素输注，临床试验表明该策略可以预

防84％的低血糖。

大部分严重低血糖事件发生在夜间睡觉的时

候，尤其对患有1型糖尿病的儿童是一个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夜间血糖控制不受饮食和运动的影响，

降低了闭环控制的难度。因此，英国剑桥大学

Hovorka教授的课题组在夜间血糖控制方面做了不

少临床试验，受试对象包括儿童、成人甚至孕妇。

所用闭环算法主要为MPC。

由于饮食的响应时间比胰岛素快得多，补偿饮

食的影响是血糖闭环控制的重要挑战。根据是否

利用饮食信息，闭环控制可分为完全闭环控制和利

用饮食信息的闭环控制。完全闭环控制就是只利

用血糖的测量信息来反馈设计胰岛素的输注速度。

由于胰岛素起效的滞后性，餐后的高血糖和低血糖

很难避免。利用饮食信息的闭环控制需要病人的

参与：病人将饮食摄取时间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输入

给胰岛素泵，进而输注餐前大剂量。闭环控制算法

负责设计餐间的胰岛素输注速度。为了充分利用

饮食和大剂量信息，MPC是设计利用饮食信息的闭

环控制算法的最佳选择。

为了进一步提高闭环算法的可靠性并且减少

低血糖风险，学者们提出了“双荷尔蒙闭环调节”的

理念口”4。(见图3)：通过皮下向病人切换输注胰岛

素和胰高血糖素，当血糖过高时，输注胰岛素；当血

糖过低时，输注胰高血糖素。该框架通过增加硬件

上的冗余为控制器的设计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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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图3‘‘双荷尔蒙两JgWl节”试验的系统结构‘刚

Fig．3 The structure of bihormonal closed．100p blood glucose control system【鞘1

2 研究热点与展望

人工胰脏的硬件基础(CGMS和胰岛素泵)日益

成熟，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绝大多数闭环控制算法

尚处于仿真测试阶段，只有少数进行了临床试验。

为了进一步推动人工胰脏的研发进展，学者们在如

下方面正进行不懈的努力，有望在未来5一10年取

得突破性进展。

2．1 CGMS

减少校正次数和提高测量精度是皮下式CGMS

的研究热点，这需要不断改进工艺，因此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植入式的微纳级传感器是一个有前途

的方向，不过人体的排异性和传感器的寿命是重要

的挑战，还需要得到一些理论上的突破。无创式的

CGMS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方向，一旦成熟，可以大

幅度提高人工胰脏的应用范围。但由于存在本质

困难，无创式的CGMS在精度上有很大的挑战。

笔者认为，基于其他体液(泪液、汗液等)的无

创式CGMS是一个有前途的方向。近日，美国华盛

顿大学和微软公司合作研究的隐形眼镜式CGMS取

得了重要突破"5。，通过监测泪液中的葡萄糖浓度，

完全无痛，也避免了排异性和易感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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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胰岛素泵

目前的胰岛素泵已经基本成熟，研究热点集中

在可靠性和低输注速度时的精确度上。为了满足

双荷尔蒙闭环调节的需要，可以切换输注两种荷尔

蒙的智能微型泵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另外，

补丁式的胰岛素泵可以避免导管断裂的风险并且

大大提高了舒适度，因此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

关注‘561。

提高胰岛素的响应速度可以大大降低闭环控

制的难度，显著提高餐后血糖的控制效果，为此，研

究人员正在尝试不同方法。在输注胰岛素的同时

也输注透明质酸酶，会提高胰岛素的响应速度b“。

继续改变胰岛素类似物的肽链结构，有望进一步提

高它们的响应速度∞81。加热输注位置∞引和真皮层

输注㈣1，也被证明可以加快胰岛素的响应速度。

2．3闭环控制算法

MPC被认为是闭环控制人工胰脏最有前途的

方向，其中基于的模型通常为传统的线性或非线性

状态空间模型。如前所述，胰岛素的起效过程非常

复杂，传统的状态空间模型可能并不合适。如果能

够提出一种更加适合“胰岛素一血糖动态”的模型，

将有望进一步提高MPC的效率。

通过引入胰高血糖素，将大大提高人工胰脏的

安全性。因此，双荷尔蒙闭环调节的策略可能成为

最早市场化的完全闭环人工胰脏。此外，运动信息

也可以被实时测量，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闭环控

制，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由于饮食习惯和激素水平的周期性，人体动态

存在大量的重复信息。学习型控制算法是发掘这

些重复信息的首选工具。最近的两篇关于人工胰

脏的综述论文M¨21，都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学习”对

于人工胰脏的作用。笔者及合作者率先将迭代学

习控制(ILC)用于设计人工胰脏B细胞：文献[63]

为人工胰脏设计了一种直接型ILC控制策略；为了

进一步提高控制系统的鲁棒性，文献[22]为人工胰

脏设计了一种间接型ILC控制策略。

2．4无线通信

随着CGMS和胰岛素泵集成系统以及补丁式胰

岛素泵的出现，硬件之间的无线通信成为不可逆转

的趋势，也体现出明显的优势。然而，相对于有线

通信，无线通信的可靠性仍然是个问题。例如，当

周围的其他通信设备(如手机等)工作时，

Paradigm@Veo删系统的无线通信就会暂停。因此，

研发更加高效和可靠的无线通信技术和协议是一

个重要的领域。

2．5临床试验

目前的绝大部分临床试验都是在医院内进行，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志愿者的安全性。大量

的临床试验证实了人工胰脏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欧盟于2010年启动了“AP@Home”计划¨1，开展居

家式的临床试验，进一步提高了临床试验的自由

度，推动了人工胰脏的研发进展。

另外，研究各种日常干扰(运动、酒精等)对血

糖闭环控制的影响也是热点方向。临床试验表明，

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增加低血糖的风险Ⅲ1，然而，

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造成保护性高血糖M5。。通过

患者通报运动信息或者心率监测Ⅲ1，是控制运动期

间血糖水平的有效手段。

3 结论

在干细胞疗法或者其他根治性疗法成熟之前，

人工胰脏是治疗1型糖尿病或者部分2型糖尿病最

现实的方案，因此受到了广大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属

的欢迎。目前的临床试验表明，利用现有的皮下式

CGMS和胰岛素泵，闭环控制算法可以显著提高血

糖控制效果。从而有望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

量，减少并发症，降低医疗成本。目前，国际学术界

的研究重点已经逐渐转移到了居家式临床试验阶

段。我国的人工胰脏研究刚刚起步，面临着不少的

挑战。我国在CGMS和胰岛素泵等硬件方面都有了

一定的基础，也开发出了本土产品。在闭环控制算

法设计和临床试验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

的差距，需要进行更高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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