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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个困扰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其防

症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5]。因

治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国际糖尿病联盟

此，针对T1DM患者的肥胖症和胰岛素抵抗进行治

公布的数据表明，
2015年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约为

疗已经得到临床医师的广泛重视。研究表明，二甲

4.15亿，其中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

双胍[6]、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7]和钠–葡萄糖

约占90%，
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

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8]等联合胰岛素治疗能够有

约占10%；近年来，T1DM患病率呈显著增加趋势，

效减轻T1DM患者的体质量、改善胰岛素抵抗、稳定

患病人数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每年新发病例约为

血糖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8万例[1]。调查表明，
50%的T1DM患者存在不同程

代谢手术在治疗肥胖型T2DM中的价值已经

度的超重或肥胖症，其中20%~40%合并有代谢紊乱

被确认。Meta分析表明，接受代谢手术治疗的肥

综合征[2]。

胖型T2DM患者的T2DM改善率为86.6%，治愈率为

超重在T1DM患者中日益常见，这对糖尿病的

78.1%[9]。此外，代谢手术还可以降低T2DM患者的

病程进展影响巨大[3]。肥胖症和胰岛素抵抗不仅能

并发症风险，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关于代谢

使年轻T1DM患者的病情进展更为迅速，还能使治

手术治疗T1DM的循证医学证据较少，但这些极为

疗变得更加困难和棘手：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可以
使T1DM患者出现严重的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4]，
而对其进行强化胰岛素治疗则可使机体的合成代谢
和体质量进一步增加，胰岛素抵抗进一步加重，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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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临床证据均提示代谢手术亦能降低T1DM患
者的胰岛素用量，改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本文从
该角度出发进行综述，旨在评估代谢手术在治疗肥
胖型T1DM中的价值。
一、关 于 代 谢 手 术 治 疗 肥 胖 型T1DM的 临 床
研究
关于代谢手术治疗肥胖型T1DM的临床研究极
为有限。2016年，Kirwan等[10]对多个数据库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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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查找到关于代谢手术治疗肥胖型T1DM的文

术式选择更多取决于外科医师的个人喜好。对于

献17篇，10篇为病例总结（其中有3篇比较了1型和

肥胖型T2DM患者而言，转流型术式相对于非转流

[11-12，16]

2型糖尿病手术治疗效果

，表1），7篇为个案报
[21]

型术式，能够使患者的体质量减轻和代谢获益更为

道，总共涉及107例患者。Ashraﬁan等 在2016年也

明显，因此，外科医师更倾向于选择RYGB来治疗肥

做了Meta分析，检索获得的文献数与Kirwan等的大

胖型T2DM。对于中等手术风险的T1DM患者而言，

致相同：所有来源文献均为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

RYGB的风险/获益比同样介于限制型手术（AGB）

的平均年龄为39岁，术前平均体质指数（body mass

和吸收不良型手术（BPD-DS）之间[23-25]，故可能因

index，BMI） 为42.5 kg/m2，T1DM的 平 均 病 程 为

此导致了RYGB在肥胖型T1DM的治疗中被较多采用。

20.8年，平均日胰岛素需要量为108 u或0.86 U/kg，术

SG是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新术式。目前认
为，SG对于血糖控制的短期疗效等同于RYGB，远

表 1 kirwan 等

[10]

的 Meta 分析中纳入的病例总结

作者

发表时间
（年）

病例数
（例）

Robert 等 [11]

2015

10

Maraka 等 [12]

2015

10

Middelbeek 等 [13]

2015

10

Lannoo 等 [14]

2014

22

2014

10

2014

7

Brethauer 等

[15]

Blanco 等 [16]
Tang 等 [17]

2014

6

Raab 等 [18]

2013

6

Garciacaballero 等 [19]

2013

5

Smith 等 [20]

2008

9

手术方式
（例数）
BPD-DS（7）
SG（3）
RYGB（9）
SG（1）

证据分级
（级）

RYGB（10）

5

RYGB（16）
SG（6）
RYGB（7）
AGB（2）
SG（1）
RYGB（7）
RYGB（1）
SG（2）
AGB（3）
RYGB（2）
SG（1）
BPD-DS（3）
Mini-gastric
Bypass（5）
RYGB（9）

5
5

5
5
4
5
5
5
5

期疗效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表明，SG的体
质量减轻效果、代谢获益和手术风险均介于AGB和
RYGB之间。Lannoo等[14]认为，临床上更容易预测
SG后T1DM患者碳水化合物和脂溶性营养物的摄
入和吸收水平，因此有利于医护人员更加精确地对
患者进行血糖管理。据此可以推测，SG治疗肥胖型
T1DM的比例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
三、代谢手术对肥胖型T1DM患者体质量和血
糖的影响
研究表明，肥胖型T1DM患者不管接受何种代
谢术式，术后体质量均会明显下降[10，21]。Kirwan等[10]
的Meta分析表明，T1DM患者的平均BMI从RYGB前
的（41.9±3.0）kg/m2下降至术后的（31.0±2.6）kg/m2
（P＜0.05），而接受其他代谢手术的T1DM患者在术
后也能观察到体质量下降。目前，仅有的3篇关于代
谢手术治疗T1DM和T2DM的对比研究表明，T1DM

后平均随访时间为29.4个月。

和T2DM患者的术后体质量减轻程度一致[11-12，16]。

二、手术方式的选择

而就胰岛素的日需要量而言，Kirwan等[10]纳入的10

目前，
临床上广泛开展的代谢手术，
即Roux-en-Y

篇病例总结中有9篇表明肥胖型T1DM患者的术后

胃旁路术（Roux-en-Y gastric bypass，RYGB）
、
可调节

胰岛素用量明显减少，体质量调整后的胰岛素日需

胃束带术（adjustable gastric banding，AGB）、袖状胃

要量（即每公斤体质量下的胰岛素用量）显著下

切除术（sleeve gastrectomy，SG）和胆胰转流–十二

降，只有1篇文献表明患者在代谢手术后8个月胰岛

指肠转位术（biliopancreatic diversion with duodenal

素日需要量才有短暂下降[16]。

swith，BPD-DS）均曾被用于肥胖型T1DM的治疗，
其 中 关 于RYGB的 报 道 最 多（n=70，占 总 例 数 的
[10]

[19]

65%） ，其它还有迷你胃旁路术 和单吻合口十二
[22]

指肠回肠短路术 。
由于缺乏关于各种术式优劣比较的研究，故治
疗肥胖型T1DM患者的最佳术式尚未被明确。目前，

然而，与体质量和胰岛素日需要量显著下降相
比，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变化情况在各研究中不同，
这可能与临床研究样本量太小而不足以显示出其真
实变化情况有关。此外，临床研究设计不同、患者存
在选择性偏倚、手术方式不同等也会使各研究的结
果不同。Kirwan等[10]的Meta分析表明，患者手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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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平均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8.4±1.3）%和

前尚不清楚。T1DM最显著的特征是：胰腺β细胞因

（7.9±1.1）%，术后下降幅度较小，但与术前相比差

自身免疫性因素而受损，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对

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代谢手术有助于改善肥胖型

于T2DM患者而言，代谢手术可以增加胰岛的体积，

[21]

T1DM患者的长期血糖控制水平。Ashraﬁan等 的

增强胰岛细胞的功能和活力[31]。对于病程较长的

Meta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T1DM患者而言，有功能的胰腺β细胞残存量极少或

四、代谢手术的安全性和相关并发症

者完全丧失，迄今为止尚没有证据表明代谢手术可

对 于 单 纯 性 肥 胖 症 和 肥 胖 型T2DM患 者 而

以使此类患者重新分泌足够量的胰岛素。因此，代

言，代谢手术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术式，术后并发症

谢手术后，T1DM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降低程

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并不高于胆囊切除术和阑尾切

度没有T2DM患者显著[11-12，16]。

除术[25]。现有的文献表明，代谢手术治疗肥胖型

代谢手术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各种方式处理消

T1DM也非常安全，但这些临床研究包含的样本量

化道，使患者术后的热量摄人和营养吸收减少，继而

普遍较小，以回顾性研究和观察性病例报道为主，因

增加自身多余的脂肪消耗从而达到减重目的。代谢

此可能会低估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迄今为止，

手术改善肥胖型T1DM患者术后血糖的机制有以下

尚没有关于代谢手术导致肥胖型T1DM患者死亡的

几个方面[10]（图1）：
（1）代谢手术后机体总热量摄入

报道。代谢手术相关并发症包括出血、胃肠吻合口

下降，宏量营养素的摄入比例（特别是葡萄糖）变

漏、边缘性溃疡

[14-15]

[15]

和静脉血栓形成 等。此外，还

有两种特殊并发症需要被关注。

化，使机体胰岛素总需要量下降；
（2）代谢手术引起
体质量下降，继而降低肝脏和骨骼肌的脂毒性，改善

多项研究表明，肥胖型T1DM患者术后会出现

因肥胖而导致的慢性低度炎性环境，进而缓解肥胖

剧烈的血糖波动，表现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和严重

相关性胰岛素抵抗；
（3）转流型代谢手术后肠促胰

[12，15，19，26-28]

的低血糖

。究其原因，胃肠道解剖结构的

岛素分泌增加，肠促胰岛素信号通路也可能参与了

改变会使葡萄糖的吸收动力学发生变化，而这种新

肥胖型T1DM患者术后的血糖改善过程；
（4）胆汁酸

的葡萄糖吸收动力学会使胰岛素分泌更加复杂，故

代谢通路也可能参与其中。具体机制分述如下：

会导致严重的低血糖或高血糖。此外，术前高血糖

（一）脂肪因子（脂肪–胰岛轴）

控制不佳、麻醉和手术应激、围手术期胰岛素调控不

脂肪组织通常被认为是能量储备器官，同时也

佳、术后感染、术后经口进食不佳、术后脱水等都会

是一个内分泌器官。脂肪组织分泌的多种因子被统

增加患者发生酮症酸中毒的风险

[27-28]

。文献表明，

肥胖型T1DM患者在接受代谢手术后，酮症酸中毒
的发生率为20%~25%

[12，
29]

称为脂肪因子，包括瘦素和脂联素等，对于维持机体
的正常代谢发挥着重要作用。脂肪因子分泌水平的

。为降低这两种并发症

改变与肥胖症、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

的发生风险，医师需加强对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并

的发生密切相关。现代观点认为，术后早期的快速

提倡进行多学科综合治疗。内分泌科医师需参与到

血糖稳定和胰岛素抵抗改善可能与肠–胰岛轴分泌

患者围手术期和术后长期的糖尿病治疗过程中，并

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而血糖水平的长期稳定则可

积极对患者进行糖尿病宣教，
这样将有助于降低患者

能与脂肪–胰岛轴中的脂肪因子水平变化和脂肪组

术后低血糖和酮症酸中毒等代谢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织减少有关。研究表明，代谢手术后机体瘦素表达

还有文献报道了T1DM患者在代谢手术后发生
的胃肠道动力性并发症，如长时间麻痹性肠梗阻、顽
[15]

[30]

下调，脂联素表达上调。
1. 瘦素：可作用于下丘脑，通过中枢负反馈抑

固性恶心呕吐 、急性残胃扩张等 。病程较长的

制食欲，减少摄食，促进能量消耗和减轻体质量。一

T1DM患者术后还可能出现自主神经病变和胃瘫。

项针对糖尿病和非糖尿病大鼠进行的研究表明，糖

五、代谢手术改善肥胖型T1DM患者血糖的机制

尿病组大鼠的血清瘦素水平显著高于非糖尿病组大

代谢手术改善T1DM患者血糖的具体机制目

鼠，而胰岛素敏感性显著低于非糖尿病大鼠，且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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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流型代谢手术治疗肥胖型 T1DM

胆汁酸改变

前肠效应
后肠效应

瘦素↓

胃容积减小和 /
或吸收不良

肠促胰岛素（例
如 GLP-1）↑

食欲↓

热量摄入↓

胰高血糖素
↓（?）

体质量下降

肝脏葡萄糖输出↓

胰腺异位脂肪↓

外周脂肪组织↓

肝脏和骨骼肌
异位脂肪↓

脂性凋亡↓

脂联素↑
瘦素↓
炎性因子↓

脂毒性↓

胰岛素分泌↑（?）

急性糖负荷↓

胰岛素敏感性↑

胰岛素需要量减少，血糖水平改善

图 1 代谢手术改善肥胖型 T1DM 患者术后血糖的机制 [10]

病组大鼠的瘦素和胰岛素敏感性之间存在负的相关
[32]

关系 ，说明高瘦素血症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密切
[33]

（二）炎症因子
肥胖症患者存在全身低度慢性炎症反应。现

[34]

相关。Air等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Edwards等

在的观点认为，炎症反应在胰岛素抵抗、肥胖症和

对16例接受了代谢手术治疗的肥胖症患者（其中

T2DM的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糖尿

8例合并有2型糖尿病）进行了研究，发现术后患者

病患者血清中的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

的血糖水平和体质量均显著下降，同时瘦素基因表

细胞介素6和C反应蛋白等炎症因子的水平均高于

达也较术前明显下调，遂考虑瘦素基因表达的下调

正常人，这些炎症介质可能会通过降低肝脏、脂肪和

参与了患者的减重降糖过程。

肌肉等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和对葡萄糖的利用率

2. 脂联素：仅在脂肪组织中被表达。低脂联素

来促进胰岛素抵抗的发生[36]。大鼠手术模型表明，

血症与肥胖症和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脂联素水

十二指肠空肠绕道术可以降低大鼠血浆中的C反应

平增高能显著改善胰岛素抵抗，因此，脂联素被看作

蛋白水平，降低肝脏和脂肪组织中的肿瘤坏死因子

[35]

是胰岛素增敏剂。Palikhe等 的研究表明，肥胖型

α、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1β的基因表达水平[37]。

T2DM患者在接受SG后，不仅血糖等代谢指标会明

Illan— Gomez等[38]和Mallipedhi等[39]分 别 针 对 接 受

显好转，血浆脂联素水平也会明显增高，说明代谢手

了RYGB和SG治疗的病态肥胖症患者进行了研究，

术后脂联素水平的增高可能与糖尿病缓解有关。据

发现术后患者血清中的白细胞介素6和C反应蛋白

推测，代谢手术后表达增加的脂联素通过作用于肝

水平均显著下降，而胰岛素敏感性均显著增高，说明

脏、肌肉等外周组织来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起到缓

手术后炎症因子水平的下降与胰岛素抵抗的改善密

解糖尿病症状的作用。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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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脂毒性和脂性凋亡
胰岛素抵抗和胰腺β细胞分泌功能缺陷是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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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胆汁酸
Simonen等[44]的研究表明，RYGB后患者血清胆

病发生的重要生理学基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脂

汁酸水平明显增高，与血糖改善相伴。原因可能是：

质代谢紊乱在糖尿病的发病中作用巨大。脂毒性是

十二指肠与近段空肠旷置，使排入到共同肠道的胆

指血液中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水平长

汁酸在尚未与食糜充分混合的情况下就能到达远段

期升高，超过脂肪组织的储存能力和各组织对FFA

小肠，从而使回肠对胆汁酸的吸收增加，继而导致血

的氧化能力，致使过多的FFA以甘油三酯的形式沉

清胆汁酸水平增高。SG虽然没有改变肠道结构，但

积在非脂肪组织中从而造成该组织损伤。沉积在肝

术后也能提高胆汁酸水平，这可能与SG后患者的饮

脏和骨骼肌内的异位脂肪会产生严重的脂毒性，从

食改变有关：流质和半流质饮食通过肠道较快，能使

而使器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

胆汁酸较快接触回肠而增加胆汁酸的重吸收水平。

FFA长期升高还可以诱导胰腺β细胞凋亡和引
起β细胞坏死，这其中以诱导胰腺β细胞凋亡为主，
称为脂性凋亡。胰腺β细胞脂性凋亡对于本来就存
在胰腺β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的T1DM患者而言无疑
是雪上加霜，能进一步加速T1DM的进展。
（四）肠促胰岛素
转流型代谢手术后肠促胰岛素的分泌增加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40]。分泌增加的肠促胰岛
素可能通过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来改善肥胖型
T1DM患者的血糖，这种抑制作用可能不需要胰腺β
细胞的参与[16，41]，但目前尚无定论。一项临床研究
表明，T1DM患者在使用利拉鲁肽（胰高血糖素样
肽1受体激动剂）4周后，胰岛素用量较用药前减少，
患者的血糖水平得到改善或维持不变，且血糖水平
的改善不依赖于这些患者是否残存有胰腺β细胞；
而
进一步的分层分析表明，在有残存胰腺β细胞（可
检测到C肽）的T1DM患者中，利拉鲁肽的治疗效果

基础研究表明，胆汁酸不仅有助于脂肪的消化
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还可以作为信号分子参与
机体的代谢调节。胆汁酸调控机体糖代谢的机制
如下[45]：
（1）胆汁酸与法尼酯衍生物X受体结合，通
过下游信号通路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减少肝脏糖异
生和缓解胰岛素抵抗；
（2）胆汁酸能通过直接激活
肠道内分泌L细胞表面的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GPBAR1，也被称作
TGR5）来促进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分泌，继而增加
胰岛素的释放；
（3）在外周组织中，胆汁酸可以通过
TGR5-D2信号通路，使甲状腺素T4转化为活性更强
的T3，大幅增加棕色脂肪组织和骨骼肌纤维内的线
粒体活性并促进氧化磷酸化过程，从而增加机体能
量消耗，改善胰岛素抵抗；
（4）胆汁酸可以通过缓解
内质网应激来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提高胰岛素敏
感性。

更加明显，有些患者甚至可以终止胰岛素治疗[42]。

六、总结

Breen等[43]给自发性T1DM大鼠实施了十二指肠空

综上所述，对于肥胖型T1DM患者而言，代谢手

肠旁路术，发现大鼠的血糖水平在术后2 d内即开

术有显著降低体质量、改善糖尿病症状和其他代谢

始下降，血糖水平的改变独立于体质量的下降和胰

紊乱综合征的疗效，能大大提高T1DM患者的生活

岛素的分泌。Middelbeek等[28]对接受RYGB治疗的

质量。该发现颠覆了代谢手术只适用于治疗肥胖型

T1DM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患者的基础胰岛素需

T2DM的传统观念。但目前的研究表明，代谢手术

要量在术后短期内即下降，与体质量下降无关。这

只能改善肥胖型T1DM患者的症状，并不能达到治

两项研究均提示血糖下降与与体质量下降相关的胰

愈效果，这与T1DM特殊的发病机制有关，正如美国

岛素抵抗缓解无关，因此，术后短期内的血糖迅速下

糖尿病协会2015版指南提出的“尽管代谢手术可以

降更可能是由体内激素改变引起，这进一步说明了

改善重度肥胖型T1DM患者的代谢紊乱，但是代谢

代谢手术后肥胖型T1DM患者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

手术的临床价值仍需要通过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

可能在血糖代谢改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临床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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