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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拉鲁肽对代谢综合征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陈东堂 1 、 冉秀荣 2 

【摘要】目的　探索利拉鲁肽对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从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96 例代谢综合征患者被选为受试对象，随机抽取并将患者分为 2 组，对照组使用常

规门冬胰岛素治疗，试验组使用利拉鲁肽治疗。评价患者认知功能障碍评分，统计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和临床疗效总有效率。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MoCA 评分与 MMSE 评分没有明显差异（P> 0.05）；

试验组治疗后 MoCA 评分、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P< 0.05）。试验组治疗期间共发现 1 例恶心，

1 例腹泻，1 例乏力；对照组治疗期间共发现 1 例恶心，2 例呕吐，3 例腹泻，5 例乏力，3 例头痛；

试验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6.25％）低于对照组（29.17％）（P< 0.05）。试验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83.33％，高于对照组的 64.58％（P< 0.05）。结论　利拉鲁肽可以有效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认知功

能，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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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liraglutide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CHEN Dongtang，RAN Xiurong. Shangqiu Third People's Hospital，Shangqiu 47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iraglutide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

drome.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96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aspart insulin and the tes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iraru peptide therapy. The patients' cognitive dysfunction scores were evaluated，and the incidence of ad-

verse reactions and total clinical efficacy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MOCA score 

and MMSE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  0.05）. After treatment，MOCA score and MMSE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was 6.25％，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29.17％）in the control groupt（P<0.05）. The total effec-

tive rate of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83.33％，which was larger than that（64.58％）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liraglutide treatment schem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eta-

bolic syndrome，and the treatment process is safe.

【Key words】Liraglutide；Metabolic syndrome；Cognitive impairment；Efficacy

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高，并发症多，预后较差，

目前治疗代谢综合征患者主要是根据患者高脂血

症、糖尿病以及高血压病等代谢异常情况分别进行

治疗。认知功能损害是代谢综合征患者常见的并发

症，调查显示超过 60％的患者会并发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1-2］。本次研究比较利拉鲁肽与门冬胰岛素对代

谢综合征患者认知损害的疗效，并分析其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医院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96 例代谢

综合征患者被选为受试对象，随机抽取并将患者分

为 2 组，对照组使用常规门冬胰岛素治疗，试验组

使用利拉鲁肽治疗。对照组 48 例，男性 31 例，女

性 17 例；年龄最小 43 岁，最大 65 岁，平均年龄

（50.86±3.17）岁；病程最短 2 年，最长 9 年，平均

病程（5.48±1.02）年。试验组 48 例，男性 30 例，

女性 18 例；年龄最小 41 岁，最大 66 岁，平均年龄

（51.32±3.06）岁；病程最短 1 年，最长 9 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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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5.18±1.13）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患者年龄范围在 18 岁至 65 岁之间；

（2）患者符合代谢综合征相关的诊断标准，并且病

程在 1 年以上；（3）患者接受研究前 3 个月内未接受

调脂治疗；（4）
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1）患者有肝癌、肺癌、肾癌等恶

性肿瘤疾病；（2）患者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

系统疾病；（3）患者有听力障碍、视力障碍或者其

他肢体功能障碍。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通过，符合相关伦理标准。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

并且在医护人员叮嘱下调整饮食结构，并且每天进

行适量的运动；对照组给予门冬胰岛素注射液（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J20150072）治疗，每 3 天调整一次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剂量，每次剂量调整在 2-4 U。试

验组停用门冬胰岛素治疗，给予利拉鲁肽注射液（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J20160037）治疗，每天给予 0.6 

mg，连续治疗 1 周后调整剂量为 1.2 mg，患者于每

天晚上 10 点左右进行利拉鲁肽皮下注射。两组代谢

综合征患者均密切关注其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并且

根据患者身体状况调整治疗方案。

1.2.2　观察指标　（1）认知功能情况：采用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MSE）对患者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障碍情况进行

评价。MoCA 量表主要包括抽象思维、语言流畅、瞬

时记忆、命名、注意力、定向力等方面，MoCA 评分

共 3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认知功能情况越好；

MMSE 量表主要包括回忆能力、记忆能力、注意力

与计算力、语言能力等方面，MMSE 评分共 30 分，

27 分以上为正常，21 分至 26 分为轻度认知功能障

碍，10 分至 20 分为中度认知功能障碍，9 分及以下

为重度认知功能障碍；（2）不良反应情况：统计两组

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的恶心、呕吐、腹泻、乏力、头

痛等不良反应，计算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3）临

床疗效评价：结合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认知功能

障碍评分恢复情况进行疗效评价，评价结果分为基

本治愈、好转、无效。基本治愈：患者无严重不良反

应发生，认知功能障碍评分恢复 80％以上；好转：患

者有个别不良反应发生，经过治疗后好转，认知功

能障碍评分恢复 50％~79％；无效：患者治疗期间出

现严重不良反应，认知功能障碍评分恢复 40％以下。

总有效率 = 基本治愈率 + 好转率，对比患者数据差

异。

1.2.3　统计学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收集后均采

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计算，MoCA 评分、

MMSE 评分等计量数据使用平均数 ± 标准差的形式

表示，采用 t 检验；并发症发生率、基本治愈率、好

转率、无效率等计数数据使用％的形式表示，采用

卡方检验，P<0.05 表示数据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代谢综合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

知功能情况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 MoCA 评分与 MMSE 评分差距

较小，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治

疗后 MoCA 评分、MMSE 评分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较有

所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代谢综合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功能情况

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MoCA（分） MMSE（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8 7.34±1.03 14.82±1.64 22.13±1.05 23.86±1.57

试验组 48 7.11±1.26 23.49±2.16 22.98±1.16 26.57±2.22

统计值 1.328 2.654 1.225 2.798

P值 0.352 0.006 0.647 0.003

2.2　两组代谢综合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试验组治疗期间共发现 1 例恶心，1 例腹泻，1
例乏力；对照组治疗期间共发现 1 例恶心，2 例呕吐，

3 例腹泻，5 例乏力，3 例头痛；试验组不良反应总

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所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代谢综合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腹泻 乏力 头痛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8 1（2.08）2（4.17）3（6.25）5（10.42）3（6.25）14（29.17）

试验组 48 1（2.08）0（0.00）1（2.08）1（2.08）0（0.00） 3（6.25）

统计值 12.317

P值 0.000

2.3　两组代谢综合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临

床疗效对比 

试验组疗效评价有 16 例基本治愈，24 例好转，

对照组有 12 例基本治愈，19 例好转；试验组临床疗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58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效总有效率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相比较有较大

幅度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代谢综合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基本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8 12（25.00） 19（39.58） 17（35.42） 31（64.58）

试验组 48 16（33.33） 24（50.00） 8（16.67） 40（83.33）

统计值 10.844

P值 0.000

3　讨论

代谢综合征被认为是多种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

聚集形成的综合状态，包括糖耐受异常、脂代谢紊

乱、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等，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在

近几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中中老年人群是代谢

综合征发病的高峰人群。认知功能障碍是代谢综合

征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对患者生活、工作造成严重

的影响，因此探讨有效药物治疗代谢综合征轻度认

知功能障碍患者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3-4］。目前对

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制研究仍然不足，并且治疗缺

乏统一有效的标准［5-6］。利拉鲁肽能够改善机体胰岛

素抵抗，降低患者体重，延缓糖尿病进展［7-8］但是对

于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的效果探讨较少。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前 MoCA 评分与

MMSE 评分没有明显差异；治疗后试验组的 MoCA 评

分、MMSE 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试验组临床疗效总

有效率 83.33％，高于对照组的 64.58％。说明利拉鲁

肽能够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本研究

还发现：试验组治疗期间共发现 1 例恶心，1 例腹泻，

1 例乏力；对照组治疗期间共发现 1 例恶心，2 例呕

吐，3 例腹泻，5 例乏力，3 例头痛；试验组不良反应

总发生率 6.25％，低于对照组的 29.17％。说明利拉

鲁肽不良反应较少。代谢综合征能够导致机体的糖基

化终末产物受体与细胞膜上的受体相结合，促发机体

发生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反应［9-10］。代谢综合征还会

导致患者大脑微血管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形成认知功

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利拉鲁肽能够控

制机体的血红蛋白水平并且达到改善机体认知功能障

碍的效果［11-12］。还可以一定程度上修复患者大脑的神

经元，对于神经功能恢复有一定的效果和作用［14-15］。

本研究是一个初步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

也比较短，对相关机制也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但本

研究结果表明：利拉鲁肽可以有效改善代谢综合征患

者的认知功能损害，并且安全性好。

参考文献

1. 江思瑜，梁婵，吴晓光，等 . 利拉鲁肽对糖尿病肾病患者炎症

因子影响的研究进展［J］. 中国药房，2017，28（2）：280-283.

2. 张路，唐康，周波等 . 利拉鲁肽调节 Sirtuin 表达对高糖诱

导的人内皮集落形成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J］. 解放军医

学杂志，2019，44（5）：361-368.

3. 高海娜，孙丽娜，陈树春，等 . 利拉鲁肽改善棕榈酸对人

脐静脉内皮细胞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J］. 中国糖尿病杂

志，2019，27（10）：777-784.

4. 郭阳阳，陶晓燕，潘天荣，等 . 利拉鲁肽对超重及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体质量和胰岛素抵抗的影响［J］. 安徽医学，

2017，38（2）：162-165.

5. 范晓霞，姚勇利，胡耀嘉，等 . 动态血糖监测利拉鲁肽与

艾塞那肽对超重 / 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疗效的观察［J］. 中

国糖尿病杂志，2018，26（8）：637-639.

6. 臧丽，母义明 . 利拉鲁肽与西格列汀在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有效性和安全性比较［J］. 中华内科杂志，2017，56（1）：56-56.

7. 徐晓东，徐浩，王姗姗，等 . 吡格列酮联合利拉鲁肽对老

年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浆脂联素、转

化生长因子 -β1 水平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20，

40（1）：43-46.

8. 郑坤杰，耿建林，刘晴晴，等 . 胰岛素治疗初诊肥胖 T2DM

患者联用利拉鲁肽对微炎症及β细胞功能的影响［J］. 中国

老年学杂志，2019，39（20）：4917-4920.

9. Gurjar AA，Kushwaha S，Chattopadhyay S，et al. Long act-

ing GLP-1 analog liraglutide ameliorates skeletal muscle atro-

phy in rodents［J］. Metabolism，2020，21（4）：1123-1130.

10. Watada H，Kaneko S，Komatsu M，et al. Superior HbA1c 

control with the fixed-ratio combination of insulin degludec 

and liraglutide（IDegLira）compared with a maximum dose of 

50 units of insulin degludec in Japanese individuals with type 

2 diabetes in a phase 3，double-blind，randomized trial［J］. 

Diabetes Obes Metab.2019，21（12）：2694-2703.

11. 沈艳军，田亚强，李英，等 . 利拉鲁肽在新诊断 2 型糖

尿病强化治疗后长期临床缓解中的疗效观察［J］. 中华糖尿

病杂志，2017，9（9）：550-554.

12. 余洋，杨熹 . 代谢综合征及相关因子对缺血性脑卒中再

发的影响研究［J］. 重庆医学，2017，46（11）：1484-1486.

13. 付东琳，马懿，张辉，等 . 阿托伐他汀调脂治疗对冠心

病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血脂水平及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

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1）：70-72.

14. Sha S，Liu X，Zhao R，et al. Effects of glucagon-like pep-

tide-1 analog liraglutide on the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 high-fat-

diet-induced mice［J］. Endocrine，2019，66（3）：494-502.

15. Sofizadeh S，Imberg H，Ólafsdóttir AF，et al. Effect of Li-

raglutide on Times in Glycaemic Ranges as Assessed by CGM 

for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Treated With Multiple Daily Insu-

lin Injections［J］. Diabetes Ther.2019，10（6）：2115-2130.

（收稿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