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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胰腺闭环控制糖尿病的临床应用
价值及研究进展

洛佩徐冬香谷成英 陈丽华 陈隶华周里钢

【摘要】 糖尿病患者理想的血糖控制需要频繁血糖监测指导下的精准胰岛素注射。人工胰腺

(AP)，即闭环控制(CLC)系统可以随着人体内血糖浓度的变化自动调整胰岛素的输入量，从而使糖尿病

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并在糖尿病并发症防治中获益，其在临床的使用中存在便利性和安全性。精度是

AP的关键问题，要提高系统的精度，需要提高检测的精度和可信度、提高输出控制的速度和精度、提高

系统调节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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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al blood glucose control requires accurate insulin injec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frequent

glucose monitoring．Artificial pancreas(AP)，the closed—loop control system Can adjust the input amount of

insulin automatically with the body's blood glucose levels．The AP allows diabetics to control blood glucose ideal，

then get the benefit of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and bring convenience and safety i11 clinical

application．Accuracy is the key issue of the AP．To impmve the accuracy of such a system need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increase speed and accuracy of the output control，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system regu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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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胰腺(artificial pancreas，AP)主要由血糖检测装置、

反馈调节系统和胰岛素输注系统三部分组成，控制它们的是

一种新的软件，可以根据检测到的人体血糖浓度实时调整，

通过个性化的算法计算出所需要的胰岛素量，计算结果传送

至胰岛素输注器，从而实现智能化补充胰岛素。

胰岛素泵及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real—time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RT—CGMS)整合为一体的传感器增

强型胰岛素泵(sensor—augmented insulin—pump，SAP)，为血糖

闭环控制(CLC)系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J。Paradigm@

Veo。”低血糖暂停泵(10w glucose suspend，LGS)引入了自动暂

停功能，当患者不能对低血糖报警做出响应时泵自动中断基

础胰岛素输注2 h，LGS研发成功是迈向CLC系统的重要一

步。AP已可以对门诊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患者进行临床试验，DiAs网络监控(DiAs web

monitoring，DWM)可以在家庭般的环境中监控多个患者，加

速AP的医疗和技术评估嵋o。Silk"o指出可以通过增强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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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同工作使糖尿病管理受益：远程监控和数据共享，从多个设

备集成数据，以更好地告知糖尿病管理策略，整合设备，促进

AP发展。目前AP已经可以在通过检测的葡萄糖值的基础

上自动计算并输注胰岛素，并且实现远程监控，使医生、患者

或患者家属更好的管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一、AP在糖尿病血糖控制中的作用

低血糖和血糖波动与糖尿病并发症密切相关卜“，AP可

以减少T1DM患者夜间低血糖和减少血糖波动，优化血糖

控制。

Brown等∞o研究得出，CLC胰岛素输送显著改善早上和

夜间的血糖水平和血糖在目标范围的时间，当清晨血糖水平

控制在接近正常的基础上有可能改善白天血糖控制水平。

Chernavvsky等¨1结果表明，AP可短期改善在进食前遗漏注

射胰岛素的青少年T1DM患者的血糖水平的同时未增加低

血糖风险。因此，AP部分补偿了青少年糖尿病患者错过进

餐胰岛素的问题。Elleri等。81在T1DM儿童进行3～6年夜间

闭环治疗可行性研究中得出CLC治疗可以减少夜间低血糖

和减少血糖波动趋势从而保持良好的血糖控制。可见AP可

以改善患者血糖水平，减少血糖波动及低血糖风险。

AP的自动化胰岛素给药系统已经在门诊和家庭进行最

新的研究和尝试。低血糖是胰岛素强化治疗中最严重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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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之一，一次严重低血糖可能抵消长期良好血糖控制带来

的益处，低血糖也是评估治疗效果的关键指标。Danne等¨1

指出预测低血糖管理(predictive low slucose management，

PLGM)系统可能有助于根据血糖预测值通过停止胰岛素输

注从而预防低血糖。电脑模拟和早期的可行性数据表明

PLGM使用基于阈值的暂停可能进一步减少低血糖的严重

程度，提高治疗的安全性。DREAM项目正在研究与SAP系

统相比，哪些糖尿病患者使用AP治疗可以更严格的控制血

糖和减少夜间低血糖，研究的初步结果是积极的。在门诊及

家庭使用AP可以减少患者住院费用，使患者在家庭般的环

境中接受治疗，舒适的环境及愉快的心情更有利于患者血糖

控制。

二、AP在糖尿病并发症的潜在获益

糖尿病治疗新理念已经从理想血糖控制提升到远期糖

尿病并发症的控制。目前更强调个性化治疗方案以达到减

少并发症的目的。CLC系统改善血糖水平，从而可以减少

T1DM患者并发症的发生。Cameron等¨叫测试了一个不需要

进餐的闭环算法。多模型概率预测控制器测试的大样本临

床重复试验中，患者HbAcl为7．2％，保持合理的血糖控制，

只出现1例低血糖发生。Russell【l刈介绍了AP装置与CGM

相结合的自动化决策和胰岛素输注的自动控制在T1DM患

者研究进展，指出AP技术具有降低糖尿病急性和慢性并发

症，减轻糖尿病自我管理负担的可能。

三、AP在手术室获益

AP不仅可以在日常血糖控制中获益，而且可以用于围

手术期患者的血糖控制。1例胰岛素瘤的低血糖晕厥发作的

妇女，使用AP控制血糖择期行腹腔镜胰岛素瘤剜除术，手术

中血糖浓度保持在4．5～5．6 mmol／L。AP在胰岛素瘤切除

后监测和维持血糖稳定有效，未见高血糖或低血糖的发

生¨“。Hanazaki等¨副研究使用AP治疗围手术期糖尿病患

者是否可预防低血糖发生，结果表明，427例患者均无低血

糖发生，从而得出使用AP闭环血糖控制系统的胰岛素强化

治疗可以防止低血糖和维持稳定的血糖浓度。Kawahito

等¨41研究得出，在涉及体外循环的心血管外科手术中使用

AP连续血糖监测是稳定可靠的。可见AP在围手术期患者

使用是安全有效的。

四、AP在临床实际应用中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AP获益还包括青少年及家长的心理获益及生活质量的

提高，包括精神放松、安心、信心，减少对血糖控制及安全性

的过度担忧；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接受程度和使用AP的意

向。Bamard等¨副研究探讨TIDM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在家

中夜间使用闭环胰岛素泵的经验，结果表明CLC系统的心

理和生理收益大于实际的报道。患者能够安心舒适地使用

AP，从而提高了患者及家长的生活质量。

CSII和RT．CGM是使患者达到更严格的血糖控制的AP

的关键部件。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胰岛素输注装置异常，CGM

传感器的信号丢失和压力传感器衰减异常。此外，软硬件故

障和人为错误可能会导致安全问题。故障检测技术，安全分

析和远程监控技术已应用在AP中016]。Omn等Ⅲ1评估远程

监测和控制糖尿病管理系统(monitoring and control diabetes

management system，MDRS)及其防止或减少夜间低血糖发作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评价患儿家长对这样的系统在未来

使用的态度，结果表明MDRS可以防止夜间低血糖发作，患

者和患儿家长发现系统方便可靠。MDRS是AP家庭系统的

可靠和安全的远程监控系统。Del Favero等¨副采用CGM数

据计算并由模块化模型预测控制指导的CSII试验在门诊使

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得出模块化模型预测控制系统管

理是安全和有效的。可见TIDM患者使用AP的远程监控及

预测控制系统是可行的，也是患者和家长高度期待的。

五、AP精度及提高精度方法

William Tambodane指出CLC应当具备3个要素：能够

准确输注不同剂量胰岛素的泵系统；准确监测血糖的RT-

CGMS；分析计算数据、指导胰岛素输注的算法系统¨⋯。精

度是AP安全有效控制的血糖的关键问题，也是提高患者信

任度及满意度的关键部分。要提高这样系统的精度，有几个

途径：提高检测的精度和可信度；提高输出控制的速度和精

度；提高系统调节模型的准确性。

患者对AP的信任度及满意度影响AP的使用频率及广

泛性。Bamard等Ⅲ1研究指出，有效地利用AP系统将为糖

尿病患者带来最大效益。今后我们还需要从提高AP精度及

让患者更好的了解AP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继续努力，从而实

现AP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服务。

AP可以在病房、门诊及家庭大幅度优化T1DM患者及

围手术期患者的血糖管理，提升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有

较好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很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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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sTREM．1)是新近发现的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的免疫球蛋

白家族成员，是炎症反应的敏感标记物，多种病原微生物感染均能使sTREM．1高度表达，其通过TOLL样

受体作用，参与促炎因子的分泌，在脓毒症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近年来脓毒症诊断及病

情监测中较为敏感可靠的新指标。因此有必要研究sTREM．1在脓毒症病程发生发展中的特点及作用，

对预防脓毒症的发生及合理治疗、病情预后评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脓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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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em-1 is a member of the immunoglobulin family，which is recently found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ll the inflanunatory and a sensitive marker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Many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infection can make sTREM·1 highly expressed，it is involved in the secret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by the role of TOLL receptors，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psis．It is a n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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