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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辛酸注射液联合西洛他唑治疗糖尿病足的疗效
及对氧化应激和炎症因子的影响

陈海波,叶 靖,任雪丽,金 鑫,邓丽丽,刘 杰,吴飞妮

(陕西省安康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安康 725000)

摘要 目的:探讨硫辛酸注射液联合西洛他唑治疗糖尿病足(DF)的疗效及对氧化应激、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选取2014年

2月至2016年2月陕西省安康市人民医院收治的79例DF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n=40)和对照组(n=39)。两组均给予常规

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西洛他唑治疗,研究组给予硫辛酸注射液联合西洛他唑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不良

反应发生率,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清中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MDA)、过氧化物歧化酶(SOD)、晚期蛋白氧化产物(AOPP)]
和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C反应蛋白(CRP)]的水平,同时采用westernblotting法检测外

周血中S100A12蛋白的表达。结果: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2.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1.8%(P<0.05)。治疗前,两组患

者上述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4周后,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患者血清 MDA、AOPP、IL-6、TNF-α、
CRP水平及外周血中S100A12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SOD含量显著升高(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硫辛酸注射液联合西洛他唑治疗DF的效果显著,可明显改善氧化应激状态,抑制炎

症反应,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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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thiocticacidinjectioncombinedwithcilostazolonthetreatmentofdiabeticfootand
itsinfluenceonoxidativestressandinflammatorycytokines
ChenHaibo,YeJing,RenXueli,JinXin,DengLili,LiuJie,WuFeini.(EndocrinologyDepartment,The
People′sHospitalofAnkang,Ankang72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thiocticacidinjectioncombinedwithcilostazolonthetreat-
mentofdiabeticfootanditsinfluenceonoxidativestressandinflammatorycytokines.Methods:80patients
withdiabeticfoottreatedinourhospitalfromFebruary2014toFebruary2016wereselectedandrandomly
dividedintoanexperimentalgroup(n=40)andacontrolgroup(n=39).Allpatientsweregivenroutine
treatment.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cilostazol,andthoseintheexperimentalgroupre-
ceivedthiocticacidinjectioncombinedwithcilostazol.Theclinicalefficacywasobserved.Thelevelsofma-
londialdehyde(MDA),superoxidedismutase(SOD),advancedoxidationproteinproducts(AOPP),inter-
leukin(IL)-6,tumornecrosisfactor-α(TNF-α)andC-reactiveprotein(CRP)inserumweremeasured.
TheproteinexpressionofS100A12wasdetectedbywesternblotting.Results:Theresponserateintheob-
servationgroup(92.5%)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71.8%)(P<0.05).Be-
foretreatment,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aboveindexesbetweenthetwogroups(P>0.05).
Afterfourweeksoftreatment,theserumlevelsofMDA,AOPP,IL-6,TNF-αandCRPaswellasthe
proteinexpressionofS100A12intheexperimentalgroupwere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
group,whileSODlevelwassignificantlyhigher(P<0.05).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in-
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P>0.05).Conclusion:Thiocticacidinjectioncombinedwithcilostazolinthe
treatmentofdiabeticfootwasremarkablyeffective.Thiscombinationcouldinhibitoxidativestressandin-
flammation,andwassafety.
Keywords diabeticfoot;thiocticacidinjection;cilostazol;oxidativestress;inflammation

  糖尿病足(diabeticfoot,DF)是糖尿病的一种常
见并发症,DF患者有着不同程度的血管末梢病变或
者神经病变,导致身体下肢出现溃疡、感染等症状,

下肢的深层组织被破坏,正常功能受限[1-2]。DF的
主要表现是肌肉萎缩、患肢疼痛及运动功能受到限
制,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病症早期及时
发现并进行治疗能够有效的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
改善患者的预后。目前,DF的治疗主要以血管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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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及药物治疗等,若患者得不到及时恰当的治疗,
往往面临着截肢的巨大痛苦。硫辛酸是一种含硫抗
氧化剂,为临床上常用的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
有效药物,西洛他唑具有抗血小板凝集和扩张血管
的作用,能够改善DF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目前,
二者连用治疗DF的临床效果及对S100A12蛋白的
影响作用还有待探究。研究发现,炎症反应在 DF
的发病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100A12蛋白参
与了多种炎症反应的病理过程,与DF的发生和进
展有着密切关系[3-4]。本研究通过观察硫辛酸注射
液联合西洛他唑的临床疗效,探讨硫辛酸注射液联
合西洛他唑对DF炎症状态改善效果及S100A12蛋
白表达的影响,以期为该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至2016年2月陕西省安康市
人民医院收治的79例 DF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

2011年国际糖尿病足工作组制定的《糖尿病足国际
临床指南》的诊断标准[5]。病例纳入标准:(1)经影
像学检查确诊为DF;(2)无硫辛酸及西洛他唑过敏
史;(3)Wagner分级0~2级。排除标准:(1)合并严
重肝肾功能异常、肿瘤、血液或神经系统疾病的患
者;(2)严重感染需要截肢者;(3)依从性差者;(4)妊
娠及哺乳期妇女。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
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40例中,男25例,女15例;
年龄33~75岁,平均(50.3±5.4)岁;糖尿病病程

1~10年,平均(4.4±1.1)年;Wagner分级:0级29例,
1级8例,2级3例;疾病类型:缺血性18例,神经性

18例,混合性4例;对照组39例中,男23例,女16例;
年龄32~75岁,平均(52.6±5.2)岁;糖尿病病程2~
11年,平均(4.5±1.2)年;Wagner分级:0级30例,
1级7例,2级3例;疾病类型:缺血性19例,神经性

18例,混合性3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所
有患者对研究内容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进行常规检查,并给予瑞
格列奈片(江苏连云港豪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9907271)和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上海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070804)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
上给予西洛他唑(浙江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H10960014)治疗:50mg/次,2次/d,口服。研
究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注射用硫辛酸(烟台
只楚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13083161):将600mg
硫辛酸溶于250mL生理盐水中进行静脉滴注,
1次/d,4周为1个疗程。所有患者均在治疗1个疗

程后进行疗效判定。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疗效 疗效判定标准:(1)显效:患者创
面愈合>80%,下肢疼痛、麻木等临床症状消失;(2)
有效:创伤面愈合40%~80%,患者自觉症状明显
缓解;(3)无效:创面愈合<40%,患者自觉症状无改
善或加重。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
数)/总例数×100%。
1.3.2 炎症因子和氧化应激指标的检测 两组患
者在治疗前及治疗4周后清晨空腹采集外周静脉血

5mL,离心,取上清,检测血清中氧化应激指标[丙
二醛(MDA)、过氧化物歧化酶(SOD)、晚期蛋白氧
化产物(AOPP)]及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C反应蛋白(CRP)]的
水平。MDA的检测采用硫代巴比妥酸(TBA)反应
法,SOD在Olympus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
检测,AOPP采用分光光度计法进行检测。IL-6、
TNF-α、CRP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法测定(ELISA试剂盒购自北京百晶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1.3.3 外周血中S100A12蛋白表达水平的检测

采用 westernblotting 法 检 测 患 者 血 清 中

S100A12蛋白的表达:血浆蛋白定量后,SDS-PAGE
电泳,转 膜,5% 脱 脂 牛 奶 封 闭 1h,GAPDH 和

S100A12抗体(美国Abcam公司)分别于4℃孵育
过夜;TBST洗膜5min,加入二抗,室温下孵育1h;
配制发光液,ECL显色,凝胶成像仪成像,用Image
J软件分析条带灰度值。
1.3.4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
病情、生命体征、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等进行密切监
测,对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恶心、头晕、呕吐及心率
加快等不良反应进行观察记录,必要时给予相应对
症治疗。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有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治疗4周后,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2.5%,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9.2%(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氧化应激指标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中的 MDA、SOD、AOP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
后,两组患者血清 MDA、AOPP水平均显著降低,
SOD含量显著升高,且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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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更为显著(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中的IL-6、TNF-α、CR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
组患者血清IL-6、TNF-α、CRP水平均显著降低,且
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0 27(67.5)10(25.0) 3(7.5) 37(92.5)
对照组 39 10(25.6)17(43.6)12(30.8) 27(69.2)
u/χ2 3.650 6.950
P 0.000 0.008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氧化应激指标的比较(췍x±s)

组别 n
MDA/(n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SOD/(U/mL)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AOPP/(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40 6.7±0.8 4.6±0.4 14.811 0.000 25.1±4.034.7±5.2 9.211 0.000 66.8±9.751.3±6.8 8.241 0.000
对照组 39 6.6±0.7 5.5±0.6 7.491 0.000 25.5±4.429.5±4.8 3.858 0.000 65.7±8.958.4±7.0 4.058 0.000

t 0.591 7.863 0.423 4.620 0.525 4.571
P 0.556 0.000 0.673 0.000 0.601 0.000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的比较(췍x±s)

组别 n
IL-6/(pg/L)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TNF-α/(pg/L)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CRP/(mg/L)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40 23.2±5.510.7±3.6 11.981 0.000 24.7±4.812.3±3.2 13.541 0.000 3.3±0.6 1.6±0.2 16.978 0.000
对照组 39 22.9±5.015.9±4.1 6.795 0.000 24.4±4.616.8±4.0 7.842 0.000 3.4±0.6 2.2±0.3 11.199 0.000

t 0.253 5.994 0.284 5.513 0.741 10.483
P 0.801 0.000 0.778 0.000 0.461 0.000

2.4 两组患者外周血中S100A12蛋白表达水平的
比较

  治疗前,两组S100A12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后两组的S100A12蛋白表达水
平显著降低,且研究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恶心、头晕、呕吐及心率加快等不良
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5。

表4 两组患者外周血中S100A12蛋白表达水平的比较

(췍x±s)

组别 n
S100A12/GAPDH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40 0.81±0.10 0.07±0.01 46.564 0.000
对照组 39 0.79±0.11 0.15±0.09 28.335 0.000

t 0.846 5.587
P 0.400 0.000

表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n 恶心 头晕 呕吐 心率
加快

总不良反
应发生率

研究组 40 1(2.5) 2(5.0) 1(2.5) 2(5.0) 6(15.0)
对照组 39 2(5.1) 2(5.1) 1(2.6) 2(5.1) 7(17.9)
χ2 0.520 0.000 0.000 0.000 0.070
P 0.471 1.000 1.000 1.000 0.786

3 讨 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渐加剧,糖尿病的患
病率逐年升高,DF的患病率亦呈逐年上升趋势。
DF是晚期糖尿病患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6]。DF患

者往往存在肢体的微循环障碍,动脉狭窄硬化供血
不足,静脉回流受到阻碍,加重了肢体组织缺氧[7]。
同时,纤维蛋白原大量增加,血小板聚集增多,增加
了血液黏滞性,凝血功能被强化,增加血栓形成的风
险[8-11]。西洛他唑具有良好的抗血小板凝集的作
用,并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红细胞变
形性,降低血液黏度,增加DF患肢的血流量[12]。硫
辛酸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抑制氧化应激反
应,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其具有的抗氧化特性可介
导神经血流速,改善神经周围营养支持,减少神经损
伤,并有效保护β细胞[13-14]。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4周后,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2.5%,显著高于对
照组的69.2%(P<0.05)。提示硫辛酸联合西洛他
唑治疗DF可获得良好的效果。MDA是活性氧簇
(ROS)诱导脂质过氧化过程中产生的下游产物,是
一种具有生物毒性的不饱和醛。SOD是自由基防
御的最重要的酶类之一,能够将超氧离子自由基歧
化分解,同时反应产生的过氧化氢酶能够延缓自由
基对患肢的损害。AOPP不仅是一种新型的氧化应
激标志物,其本身也可能诱导或加重机体氧化应激
损伤,在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的氧化应激反应
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治疗4周后,两组患
者的 MDA、AOPP水平均显著降低,SOD含量显著
升高,且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升高/降低幅度
更为显著(P<0.05)。提示硫辛酸联合西洛他唑可
有效改善DF患者的氧化应激状态,促进了DF患者
的恢复。DF患者的炎症状态是影响创面愈合的重
要因素。IL-6、TNF-α和CRP等炎症因子被证实与

DF有着密切的联系[15]。S100A12蛋白是钙结合蛋
白家族中的一员,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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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并分泌,在多种肿瘤和炎症的病理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16]。S100A12蛋白与晚期糖基化终末产
物受体(RAGE)结合后可激活细胞内信号的级联反
应,调控IL-6、TNF-α等炎症因子的合成与分泌,是
DF发病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蛋白[4]。本研究发现,治
疗后两组患者的炎症因子IL-6、TNF-α、CRP水平
均显著下降,且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同时,两组患者外周血中S100A12蛋白的表达均明
显下调,但研究组下调幅度更明显(P<0.05)。表
明采用硫辛酸注射液与西洛他唑联合治疗可下调机
体S100A12蛋白的表达,有效改善DF患者的炎症
状态。此外,两组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均有恶心、头
晕、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但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硫辛酸注射
液联合西洛他唑治疗不会增加DF患者不良反应的
发生风险,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硫辛酸注射液联合西洛他唑治疗DF
的效果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氧化应激状态,抑制炎
症反应,且安全性较好。但由于本次研究的病例数
较少,仍需要大样本量的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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