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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继续下面辅导之前，试着回答下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文章的末尾找到答。 

请回答对或错： 

1.围术期高血糖与之有关： 

a.伤口愈合不良 

b.增加血小板聚集 

c.抑制免疫功能  

d.增加围术期心肌梗死  

e.增加伤口感染 

2.胰岛素的生理作用包括：  

a.脂肪酸合成 

b.糖原异生 

c.肝糖原合成  

d.减少脂肪组织的分解 

e.调节钾离子的平衡 

3.长效胰岛素包括： 

a.门冬胰岛素（诺和锐） 

b.赖脯人胰岛素（优泌乐） 

c.甘精胰岛素 

d.地特胰岛素 

e.人胰岛素 



 

 

 

 

前言  

    胰岛素是胰腺产生和分泌的一种激素，用以回应血糖水平的增高。I型糖尿

病患者的胰腺不再合成胰岛素，而 II 型糖尿病患者的胰腺合成胰岛素，但机体

对它的反应性降低。胰岛素在维持机体生理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围术期的糖尿病患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基础代谢大约需要利用一个人分泌胰岛

素的一半，甚至在禁食的状态。鉴于这个原因，推荐手术的糖尿病患者不应停用

胰岛素。 

    麻醉和手术导致一种神经内分泌应激反应，可以释放抗调节激素。总结如下

表（图 1） 

 

 
  

    

 

 

 

 

 

 

 

     图 1 手术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反应概述 

 

     胰岛素有多种生理作用：有些是兴奋作用（促进葡萄糖摄取和脂质合成），

                           

               手术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反应 

应激反应 

血浆皮质醇增高 

胰岛素抵抗  

肝糖原分解增加 

糖异生增加 

胰岛素分泌受损 

增加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代谢 

潜在的高糖血症和酮症 

要点 

· 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明显的围术期并发症 

· 高血糖与伤口愈合不佳和外科伤口感染增加有关 

· 高血糖的主要原因是应激，其次是医源性胰岛素的中断 

· 维持围术期血糖<180mg/dL（<10mmol/L）和减少围术期死亡率相关 

· 糖尿病患者应被视为每天最重要的病人 

 



其他的是抑制作用（脂肪分解，蛋白质分解，糖原分解，糖异生和生酮作用），

胰岛素的兴奋和抑制作用取决于靶组织。  

    胰岛素被公认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降低血糖浓度。  

血糖过高和过低都与多数围术期不良事件有关。（图 2）NICE-SUGAR研究小

组 2012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伴有中度到重度低血糖的危重患者死亡率增加，

尤其在分布性休克的情况下。 

  

             高血糖             低血糖 

 

免疫抑制和增加外科伤口感染 

伤口愈合不良 

增加围术期心肌梗死 

恶化神经系统的预后 

增加呼吸机依赖的持续时间 

增加围术期死亡的风险 

损伤自主神经功能 

改变血液流量和成分 

活化白细胞 

血管收缩 

释放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 

QT间期延长，有致命性心律失常的倾向 

增加死亡率 

 
 

 

图 2 与高血糖和低血糖有关的不良事件 

胰岛素的分类 

有许多方法来描述不同类型的胰岛素 

·作用（餐时胰岛素的和基础胰岛素） 

·生化结构（胰岛素类似物，人型胰岛素，猪型胰岛素） 

·持续作用时间（短效胰岛素，长效胰岛素，预混胰岛素） 

作用 

    基础胰岛素通常是一种类似背景胰岛素分泌的长效制剂，能维持患者非进食

时的血糖稳定。基础胰岛素不能控制餐后的高血糖。餐时胰岛素是一种模仿摄食

后生理性胰岛素激增的速效和短效制剂。餐时胰岛素更多的用于餐前和床旁葡萄

糖测定的治疗。 

 

生化结构  



 

胰岛素的结构有两种;：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重组人胰岛素的结

构本质上和机体合成的天然胰岛素是一致的。胰岛素类似物起效迅速、无峰效应，

类似人胰岛素的结构，仅有少许修饰。然而胰岛素类似物成本高，常引起血糖过

低和体重增长。目前美国大多数糖尿病患者使用的是胰岛素类似物。 

    猪胰岛素，牛胰岛素制剂是早期的动物衍生物，目前很少用于临床。很多都

停产了。  

 

持续作用时间  

 

快速起效的餐时胰岛素包括：赖脯人胰岛素，门冬胰岛素，谷赖胰岛素。通

常在餐前使用，15min-30min开始起效。持续作用时间为 3-6h。15-75min达到

峰效应。这些制剂对于快速纠正围术期高血糖非常有效。 

 

短效的餐时胰岛素，如人胰岛素，是一种重组人胰岛素，30-60min起效，

2-3h达峰效应。持续作用时间 3-8h。 

 

中性鱼精蛋白锌和低精蛋白胰岛素是一种在活动时达到峰效应的中效胰岛

素，因此可能导致禁食患者低血糖。中效胰岛素，像中性鱼精蛋白锌和低精蛋白

胰岛素或重组人胰岛素（30 70混合重组人胰岛素），不可作为基础胰岛素，因

此需要围术期剂量的调整。 

 

长效基础胰岛素类似物地特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每天服用 1-2次，被认为没

有离散型的峰应（图 3）。因此，它与低血糖发作的关联不大。 

 

德谷胰岛素是一种超长效胰岛素类似物，持续作用时间至少 42h，每天、或

隔日服用，或者每周服用三次，在着手的 I型胰岛素基础注射试验发现德谷胰岛

素不亚于甘精胰岛素，也很少发生夜间低血糖。目前，德谷胰岛素已经被批准用

于除美国以外的欧洲国家。 

 

注：这里使用的是不同胰岛素的商用名称，熟悉本地品牌名称很有用，患者通常



也仅仅知道它们的商用名称。 

 

 

 图 3  胰岛素资料  

围术期胰岛素的管理 

如何使用胰岛素？ 

糖尿病患者通常服应用长效的基础胰岛素（如甘精胰岛素，地特胰岛素，德

谷胰岛素），这些配方没有峰效应，能够维持一个防止高渗性酮症的胰岛素稳态

水平。基础胰岛素不会引起禁食后的低血糖，因此围术期应维持正常剂量。如果

患者用有晨间低血糖史，可降低 20%的剂量。 

 

    餐时胰岛素通常是一种餐前注射的速效胰岛素类似物（如赖脯胰岛素，门冬

胰岛素，赖谷胰岛素）。在注射 15-25min后降低血糖，能维持 3-4h的活性，接

近餐后胰岛素分泌的正常激增（图 4） 

 

胰岛素泵是一种可以提供胰岛素皮下持续输注的便携式装置。它使用一种可

以餐前注射的超速效胰岛素持续输注作为基础胰岛素。大多数患者术中可以继续

使用胰岛素泵，但是这种决定取决于医生。推荐限制胰岛素泵用于外科手术少于

2h。对于长效制剂的胰岛素泵应该停用，并改用静脉输注型胰岛素。 

 

 胰岛素 

  制剂 

 餐时胰 

  岛素 

 基础胰 

  岛素 

  起效  峰效应 持续时间   连续   有效 

                                速效胰岛素类似物 



赖脯胰岛

素 

√  15-30min 30-75min 3-6h  √ 

门冬胰岛

素 

√  15-30min 30-75min 3-6h  √ 

赖谷胰岛

素 

√  15-30min 30-75min 3-6h  √ 

                      短效胰岛素 

人胰岛素 √  30-60min 2-3h 3-8h   

                                 中效胰岛素 

低精胰岛

素 

√  2-4h 6-10h 10-18h 见原文 见原文 

                                 长效胰岛素 

甘精胰岛 

素 

 √ 3-4h 无峰效应 18-24h    √   

地特胰岛

素 

 √ 3-4h 基本上无

峰效应 

14-24h    √  

德谷胰岛

素 

 √ 30-90min 无峰效应   40h    √  

 

图 4各种胰岛素的特点和术前建议 

 

禁食的患者为什么需要继续使用胰岛素？ 

    患者需要一个稳定的胰岛素来源（不管是不是糖尿病患者），担心发生低血

糖而中断或减少胰岛素是不合适的。 

胰岛素抑制糖原异生和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也能抑制脂肪分解为脂酸和脂

酸分解为酮体。胰岛素剂量的不足可导致不可控的高糖血症甚至酮症酸中毒，这

就是为什么长效胰岛素需要继续使用，即使在禁食的情况下。 

 

围术期血糖目标 

    2009年发布的 NICE-SUGAR研究是一项大规模、国际性的随机对照试验。该

研究指出<180mg/dL（<10mmol/L）的血糖浓度有比 81-108mg/dL（4.5-6mmol/L）

的血糖浓度更低的死亡率。虽然具体的血糖浓度仍然不清楚，很多发布的指南提

倡血糖控制在 140-180mg/dL（7.8-10mmol/L）的水平。 

 

术前胰岛素的剂量和剂量调整 

    I型糖尿病患者正在使用的长效胰岛素（如甘精胰岛素），禁食时继续正常



使用。如果患者容易发生晨间低血糖，可以降低 20%的胰岛素剂量。如上所述，

不应中断胰岛素的剂量。速效胰岛素（如门冬胰岛素）需要保持使用至术前早晨。

如果患者早上的血糖大于 200mg/dL (11.1mmol/L),他们可以根据处方量调整胰

岛素剂量。 

    II 型糖尿病患者可以继续使用基础胰岛素和维持胰岛素泵。速效胰岛素需

要使用至术前。使用中效胰岛素的患者（如低精胰岛素），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需

要使用常用量。如果手术的前一个晚上禁食，应减少 25%的剂量。术前早晨需要

服用制定剂量的一半。 

    使用预混胰岛素和重组胰岛素的患者更是一个挑战，预混胰岛素（低精胰岛

素 70/30,75/25,50/50）是中效胰岛素和速效胰岛素或短效胰岛素的配伍（实际

上是配伍基础胰岛素和餐时胰岛素）。它们的围术前使用情况不理想，这种情况

有三种选择： 

选择 1 中断预混胰岛素调整为包括长效胰岛素的饮食疗法。这种方案可以使用

长效胰岛素类似物（如甘精胰岛素）替换夜间胰岛素 70/30。一个快速的调整方

案是增加预混胰岛素的剂量，并在术前的晚上给予一半的剂量作为基础胰岛素。 

 

选择 2 调整预混胰岛素的剂量。仅在术前改变患者的预混胰岛素可能是不可行

和不经济的。对于这些情况，患者可以服应用 1/2-3/4的早晨剂量，随后给予含

糖的静脉输注液并时常检测血糖。 

 

选择 3 完全停用预混胰岛素的早晨剂量，将患者早点送进手术室，根据床旁测

量值给予胰岛素。 

 

     可以皮下注射校正剂量的胰岛素来治疗高血糖（如速效胰岛素赖脯人胰岛

素和门冬胰岛素）。有几个快速确定胰岛素校正剂量的管理公式，如 1-4个单位

的速效胰岛素预计可以降低 50 mg/dL (2.8mmol/L)的血糖，另外也可以运用 1800

法则。当皮下注射多大剂量胰岛素时需要警惕它快速堆积造成的低血糖。也可以

静脉使用人胰岛素，但它在数分钟内达到峰效应，持续作用 30-40min，可能导

致血糖快速大幅度的波动。询问患者对于特定血糖使用的校正胰岛素剂量是种简



单而有效的剂量测定方法。 

1800法则可以评估 1U胰岛素降低血糖的灵敏度。例如，假设患者每日服用总剂         

量为 50U的胰岛素 

                 校正因子=1800÷每日胰岛素总剂量  

                      1800 ÷ 50 = 36mg/dL 

                      (100 ÷ 50 = 2mmol/L) 

    通过这种评估，可以合理的假设 1U 胰岛素可以期望降低 36-40 mg/dl 

(2-2.4mmol/L)的血糖。 

    如果患者的血糖为 385mg/dL (21.4mmol/L),给予 4-5U的胰岛素可以合理的

将血糖降到预期的 200mg/dL (11.1mmol/L)。 

                          图 5：“1800”法则 

术中管理 

术中静脉注射胰岛素对于控制血糖非常有效。皮下注射胰岛素在围术期低体

温和血管收缩的情况下吸收较差。2009 年发布的研究发现，术中输注胰岛素与

血管外科手术患者围术期心肌梗死的减少有关。和您所在单位核实一下可能已经

更新的治疗方案。 

 

术后管理 

在到达麻醉后恢复室后应检测血糖，运用速效或者短效胰岛素控制高血糖。

校正胰岛素应由静脉注射。手术和麻醉的许多生理影响，如外周血管收缩和低体

温可能造成皮下注射胰岛素的吸收不可预测。术中持续静脉输注胰岛素对于经历

重大手术（如冠状动脉搭桥或腹部大手术）患者的术后有益。可以根据快速测定

的血糖水平调整胰岛素输注速度和纠正胰岛素的给药。不能口服的患者应给予胰

岛素和葡萄糖同时静脉输注，一旦患者口服胰岛素产生明显的耐受，可以改静脉

输注为皮下注射。由于静脉注射胰岛素的半衰期较短，皮下注射胰岛素的首次剂

量应在停止胰岛素静脉输注前给予。皮下的短效或速效胰岛素应在中断静脉输注

胰岛素前 1-2h 给予。当使用中效或者长效胰岛素时，应在中断静脉输注胰岛素

前 2-3h前给予。 

 



经历微小手术或门诊手术的病人，一旦可以进食进饮即恢复胰岛素的正常使

用。应让他们认识到术中有些药物的使用（如地塞米松）和术后疼痛可以造成血

糖读数高于平时。术中或麻醉后恢复室给予胰岛素的患者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会在

皮下注射速效胰岛素 1.5h 内和皮下注射短效胰岛素（人胰岛素）3-4h 内降低。

出院前长时间的麻醉后恢复室观察对于患者可能有益。 

 

 

 

 

 

 

 

 

 

 

 

问题答案 

1. 

a. 对 

b. 对 

c. 对 

d. 对 

e. 对  围术期高血糖和上述不良后果有关，同时能恶化神经系统的预后，增加

死亡的风险。 

2. 

a.对 胰岛素在脂肪酸的合成中起着关键作用。 

b.错 糖异生是机体储存的物质合成为葡萄糖，可以使血糖增高。胰岛素与调解

葡萄糖合成肝糖原和降低血糖有关。 

c.对 胰岛素是一种有效的肝糖原合成刺激因子。  

d.对 胰岛素减少脂肪组织的脂解和减少酮体。 

e.对 胰岛素通过钠钾 ATP酶调节细胞外的钾向细胞内移动。 

3. 

总结 

·围术期胰岛素的管理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与没有峰效应的胰岛素类似物相比，就

很渺小了。 

·糖尿病患者应被作为每天中最重要的病人，尽可能早的减少正常胰岛素给药计划的

中断。 

·有效的围术期胰岛素管理可以改善预后。 

 



a.错 门冬胰岛素是一种速效胰岛素类似物，5-15min起效，持续作用时间为 3-5h。 

b.错 赖脯胰岛素是一种速效胰岛素类似物，5-15min起效，持续作用时间为 3-5h。 

c.对 甘精胰岛素是一种长效胰岛素类似物，2-4h起效，持续作用时间为 20-24h。 

d.对 地特胰岛素是一种长效胰岛素类似物，2-4h起效，持续作用时间为 16-20h。 

e.错 人胰岛素是一种短效人胰岛素，30-60min起效，持续作用时间为 5-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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