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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LT⁃2 抑制剂改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预后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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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具有较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sodium glucose transporter 2

inhibitor，SGLT⁃2）抑制剂是一类新型降糖药物，它可以抑制肾脏近端小管对葡萄糖的吸收，降低血糖。SGLT⁃2 抑制剂不仅可

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对血压、血脂、体重、尿酸均有良好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大量临床试验已经证明了 SGLT⁃2 抑制剂对糖

尿病患者的心脏保护作用。其主要机制是影响心脏重构，降低心室负荷，改善心肌细胞代谢，改变脂肪因子的产生，文章就
SGLT⁃2 抑制剂改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预后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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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betes mellitus is a chronic metabolic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high cardiovascular risk. Sodium glucose transporter 2

inhibitors（SGLT2i）are a new type of hypoglycemic drugs that can inhibit the absorption of glucose from the proximal tubule of the

kidney，and then decrease blood sugar. SGLT2i can reduce HbA1c and have good effects on blood pressure，blood lipid，body weight
and uric acid. Importantly，numerous clinical trials have demonstrated the cardioprotective effect of SGLT2i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The main mechanism is to affect cardiac remodeling，reduce ventricular load，improve cardiomyocyte metabolism and change adipokine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ffect of SGLT2i on the progno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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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糖尿病是一种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常见代
谢性疾病，全球约有 10%的人口受其影响，其患病
率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会增加。糖尿病人群发病和
死亡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心血管疾病，据估计，与非
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基 金 项 目］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科 技 发 展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2016NJMUZD037）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455210613@qq.com

∗

要高 2~4 倍［1-2］。
传统的降血糖药物，如双胍类、噻唑烷二酮类、
磺脲类、格列奈类、二肽基肽酶 4 抑制剂等，已经被
证明与减少微血管并发症有关，但还没有证据证明
对大血管有影响［3- 5］。另一方面，最新的两类降糖
药，胰高血糖素肽⁃1 受体激动剂和钠⁃葡萄糖共转运
蛋白 2（sodium glucose transporter 2 inhibitor，SGLT⁃
2）抑制剂已显示出心脏保护作用和对心血管结局
的改善［5］。美国糖尿病协会最新的高血糖管理指南
推荐了一种个性化的方法：二甲双胍是 2 型糖尿病
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但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肾脏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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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是影响二甲双胍基础上第 2 种药物选择的主要合
并症［6］。
SGLT⁃2 抑制剂通过增加尿糖的排泄达到降低
血糖的目的。SGLT⁃2 抑制剂并不是一种新药，早在
130 年前就由比利时和法国科学家发现［7］。目前，美
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物管理局批准了 4 种口
服药物治疗 2 型糖尿病：达格列净（dapagliflozin）、卡
格列净（canagliflozin）、恩格列净（empagliflozin）和埃
格列净（ertugliflozin）。
2

SGLT⁃2 抑制剂的降糖机制

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经过过滤的葡萄糖都要在
肾小管中重吸收，因此尿液中不存在葡萄糖［8］。葡
萄糖要通过细胞膜的脂质双分子层结构，必须借助
于细胞膜上的葡萄糖转运蛋白，其中一种葡萄糖转
运蛋白就是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sodium glu⁃
cose transporter，SGLT）［9-10］。SGLT⁃1 主要位于小肠
黏膜刷状缘及肾脏近曲小管 S3 段，但也存在于心
脏，表达调控心脏的葡萄糖转运［11］。SGLT⁃1 是一种
高亲和力、低转运能力的转运体，因此在肾葡萄糖
再吸收过程中其作用仅占一小部分；相比之下，
SGLT⁃2 是一种低亲和力、高转运能力的转运体，位
于肾脏近曲小管 S1 段。肾小球滤过液中的葡萄糖
90%被 SGLT⁃2 吸收，10%由 SGLT⁃1 吸收［9-10］。SGLT
⁃2 抑制剂通过抑制 SGLT⁃2 对葡萄糖的重吸收而起
到增加尿糖、降低血糖的作用［12］。与其他口服降糖
药不同，SGLT⁃2 抑制剂的疗效不依赖于胰岛素分泌
和作用，
只依赖于血糖水平和肾小球滤过率［13］。
3

3.1

对心血管的影响

心血管临床试验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物管理局分别
在 2008 年和 2012 年对所有的新型降糖药物进行了
心血管安全试验。这些研究没有评估血糖控制的
有效性，而是评估新药物对心血管结局的非劣效
性，血糖控制优势是次要终点。总的来说，这些试
验纳入高心血管风险的受试者，以便在短时间内收
集足够数量的心血管事件［5］。
恩格列净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安全性试
［14］
验（EMPA⁃REG OUTCOME）
中，
7 020 例患有 2 型糖
尿病合并冠状动脉、外周或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随机
接受两种不同剂量的恩格列净（10、25 mg/d）或安慰
剂，平均观察时间为 3.1 年。所有参与者均接受整
体心血管保护治疗，并接受降脂药物、抗血小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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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治疗。与安慰
剂组相比，恩格列净组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包
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
发生率更低，为 14%。在次要终点方面（即主要结
果与不稳定型心绞痛住院治疗的综合结果），与安
慰剂组相比，恩格列净组心血管死亡率减少 38%，
任何原因死亡率减少 32%，心衰住院率减少 35%，而
对心肌缺血和卒中事件没有显著效果。
［15］
卡格列净的心血管评估研究（CANVAS）
包括
两个亚组研究，CANVAS 和 CANVAS⁃Renal，前者评
估卡格列净对心血管的安全性，后者研究卡格列净
对蛋白尿水平的影响。研究两种不同剂量（100、
300 mg）与安慰剂相比在心血管疾病的效果，本研究
共招募了 10 14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其中包括已确
诊的心血管疾病或具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患
者。平均随访时间为 3.6 年。参与者在使用他汀类
药物、
抗血小板药物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抑制剂的常规心血管保护方案下接受良好的治疗。
在接受卡格列净治疗后，
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
下降了 14%，
降低了心衰住院的发生率，
但对全因死
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无显著影响。
此 外 ，达 格 列 净 对 心 血 管 效 果 的 试 验（DE⁃
［16］
CLARE⁃TIMI 58）
也发表了结果，
总共17 160例患有
2 型糖尿病合并已确诊的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或合
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多种危险因素的患者被
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达格列净 10 mg，另一组接
受安慰剂，中位时间为 4.2 年。采用达格列净治疗
后，心血管死亡率或心衰住院率的综合结果降低了
17%，而对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无明显效果。在次
要终点方面，达格列净降低了 24%的综合肾脏结局
（包括 eGFR 下降 40%，需要肾替代治疗，或出现肾
源性死亡），
但对任何原因死亡均无影响。
埃格列净疗效和安全性心血管结局试验（VER⁃
TIS⁃CV）［17］正在进行评估埃格列净对心血管和肾脏
结局的长期影响。本研究共招募了 8 238 例 2 型糖
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主要目的是证明埃格
列净与安慰剂相比，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在
时间上没有劣效性，次要目的是为证明与安慰剂相
比在以下事件上的优越性，心血管死亡或心衰住院
和肾死亡、透析/移植或血清肌酐较基线增加 1 倍。
3.2 对心血管预后因素的影响
血糖控制：控制血糖通常监测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水平，以及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水平。在
2014 年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中，纳入标准为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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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较轻、糖尿病持续时间较短，体重指数、HbA1c 和
空腹血糖基线水平较高的患者，在使用 SGLT⁃2 抑制
剂 24 周后 HbA1c 的降低幅度更大［18］。根据最近的
临床试验，与安慰剂组相比，HbA1c 的降低在大约
6 个月时达到最高值，并维持到 1 年［18］。对 1 450 例
患者进行的随机双盲研究中，
在104周内，
服用卡格列
净100 mg组的HbA1c降低0.65%，
卡格列净300 mg组
HbA1c 降低 0.74%，6 或 8 mg 格列美脲组 HbA1c 降
低 0.55%［19］。此外，当添加其他抗高血糖药物（口服
药物和胰岛素），
SGLT⁃2 抑制剂在血糖控制方面显示
出额外的优势。已经服用二甲双胍和磺酰脲类药物
的患者服用达格列净后，在 24 周时可使 HbA1c 降低
0.86%，
安慰剂组的HbA1c仅下降0.17%［20］。
降血压：众所周知，动脉血压的降低与糖尿病
患者心血管发病率和病死率的降低有关［21］。患者
使用 SGLT⁃2 抑制剂后都发现血压显著下降，收缩压
的下降幅度大于舒张压［22］。SGLT⁃2 抑制剂使收缩
压降低 2.46 mmHg，舒张压降低 1.46 mmHg，同时也
使 24 h 动态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 3.76 mmHg 和
1.83 mmHg［23-24］。此外，在特定人群中使用 SGLT⁃2
抑制剂还可以降低 24 h 血压，如夜间高血压、糖尿
病和高盐敏感性人群，有助于降低心力衰竭的风险
和心血管病死率［25］。且恩格列净可降低血压而不
增加心率［14］。血压的下降最初被认为是由于利尿
和容量消耗的影响。然而长期效果可能是由于抑
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和体重的减轻［26］。
降血脂：血脂异常是 2 型糖尿病常见的合并症，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27］。EMPA⁃
REG 试验和 CANVAS 实验证明，与安慰剂相比，恩
格列净或卡格列净的使用都提高了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浓度［14-28］。卡格列净对血脂的影响最大［29］。SGLT
⁃2 抑制剂对于脂质代谢的改善，有助于减少低密
度脂蛋白及胆固醇在血管壁的积聚，减少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
降低体重：肥胖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
［30］
素 。SGLT⁃2 抑制剂可导致尿中葡萄糖排泄增
加。据估计，每天有 75 g 葡萄糖（约 300 kcal/d）在尿
液中流失，每日利尿量为 400 mL［31］。从治疗的最初
几周就能看到体重减轻，6 个月后达到稳定，并能维
持很长时间［31-32］。SGLT⁃2 抑制剂对休息或餐后能
量消耗没有影响，因此，预期体重减轻与观察到的
体重减轻之间的差异意味着热量摄入的逐渐补偿
性增加［31，33］。

降尿酸：高尿酸水平是导致高密度脂蛋白结构
和代谢水平改变的直接原因［34］。血清尿酸水平取
决于尿酸的产生和排泄之间的平衡，其中约 70%的
尿酸排泄到尿液中，其余排泄到肠道中。有研究证
实 SGLT⁃2 抑制剂在增加尿葡萄糖排出的同时可促
进尿酸排出，间接降低机体血尿酸水平［35］。
3.3 已确立的心血管机制
3.3.1 对心脏重构的影响
心肌纤维化是心脏重构导致心衰的重要环
节。异常活化的成纤维细胞在心肌中分泌细胞外
基质蛋白，导致心室功能改变和收缩功能障碍［36］。
在肥胖的 2 型糖尿病小鼠中，为期 10 周的恩格列净
治疗可降低间质性心肌纤维化、冠状动脉周围纤维
化、冠状动脉增厚、心肌间质巨噬细胞浸润和心肌
超氧化物水平［37］。在同一研究中，恩格列净也改善
了内皮功能和延缓主动脉硬化［38］。此外，在动物模
型中，已证明 SGLT⁃2 抑制剂可减少高血糖血症引起
的心肌白细胞增多［39］，并可减少氧化应激［40］以及纤
维化［41］。
3.3.2 对心肌的影响
在心肌细胞中，线粒体内 Ca2+ 是 ATP 和抗氧化
酶合成的激活剂之一。心肌细胞质 Na + 和 Ca2+ 浓度
升高和线粒体内 Ca2+浓度降低是高血糖诱发心力衰
竭和心源性死亡的特征性驱动因素。有研究显示，
恩格列净通过抑制心脏 Na+/H+交换（Na+/H+ exchang⁃
er，NHE）来降低心肌细胞胞质中 Na+和 Ca2+浓度，增
加心肌线粒体中 Ca2 + 水平［42］。以前的研究已经表
明，NHE 的慢性抑制可以在动物模型中预防或减轻
心衰［43］，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体外机制如何在患者
体内转化。还有研究表明恩格列净对心脏的益处
是通过心肌燃料代谢的转换来实现的，从低产能量
产生的葡萄糖代谢转换到酮体、游离脂肪酸和支链
氨基酸，进而提高心肌能量的产生，增强了左室收
缩功能［44］。
3.3.3 对心脏负荷的影响
SGLT⁃2 抑制剂对心功能有多方面的影响，包括
减少心外膜脂肪堆积［45］以及减轻内脏脂肪细胞肥
大［46］，这些影响均会导致左室舒张功能的改善。在
心力衰竭进展期的大鼠模型中，SGLT⁃2 抑制剂可
以减轻左室体积和左室舒张末期直径的增加［47］。
Verma 等［48］报道 10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
者服用 SGLT⁃2 抑制剂恩格列净（10 mg/d）3 个月后，
短期内左室舒张功能显著改善。还有研究表明给
予达格列净 6 个月后，稳定心衰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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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室舒张功能参数-二尖瓣舒张早期血流峰值速度
与二尖瓣环舒张早期运动峰值速度比值（E/ e′）、左
房容积指数（left atrial volume index，LAVI）、左心室
质量指数（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LVMI）均有明
显改善［49］。SGLT⁃2 抑制剂对左室舒张功能影响的
确切机制尚不清楚，可能是 SGLT⁃2 抑制剂增加利尿
降低前负荷而发挥的作用。
3.3.4 脂肪因子
心外膜和血管周围脂肪组织释放的脂肪因子
通过内分泌和旁分泌作用参与心衰的发生。已有
研究表明，脂肪因子如瘦素能促进心肌炎症，而其
他脂肪因子如脂联素具有抗炎和心脏保护作用。
SGLT⁃2 抑制剂被认为是一种恢复促炎脂肪因子和
抗炎脂肪因子之间平衡的方法，并因此消除心肌功
能障碍。Garvey 等［50］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与格列
美脲相比，卡格列净可使血清瘦素水平降低 25%，
血清脂联素水平增加 17%。Sato 等［51］的另一项研究
表明，达格列净可减少心外膜脂肪的异位，而心外
膜脂肪在心衰的发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
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制，但 SGLT⁃2 抑制剂改变
脂肪水平的方式尚未阐明，因此尚不清楚 SGLT⁃2
抑制剂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影响脂肪组织功能还是
脂肪流失。
4

小结与展望

糖尿病与心血管风险增加有关，SGLT⁃2 抑制剂
除了具有降糖作用外，还能改善心血管疾病预后。
能够解释 SGLT⁃2 抑制剂的心血管益处的主要机制
包括减少血浆容量和利尿、减轻心室重构、心肌代
谢以及脂肪因子动力学。尽管 SGLT⁃2 抑制剂已经
彻底改变了 2 型糖尿病的治疗方法，但仍有许多问
题没有得到解答。目前还不能完全阐明心血管益
处的确切病理生理机制。其次，还不清楚这些影响
是否可以推广到普通糖尿病人群，还是仅限于患有
心脏疾病的特定人群。此外，这些药物改善心血管
疾病预后的作用已经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得到证实，
是否有益于非糖尿病患者还不清楚。期待后续的
研究能为临床实践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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