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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 葡萄糖共转运体 ２ 抑制剂改善
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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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诸多临床试验证明降糖新药钠 葡萄糖共转运体 ２ 抑制剂（ ｓｏｄｉｕｍ⁃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ＳＧＬＴ⁃２ｉ） 具有改善 ２ 型糖尿病患者心力衰竭结局的作用，其改善心力衰竭除了抑制肾脏重吸收葡萄糖而改善代

谢、降低体重外，还参与心血管系统活动调节，但这种作用包含的中枢机制目前还不完全明了。 有研究提出 ＳＧＬＴ⁃
２ｉ 可能通过影响能量代谢和心血管中枢活动而调节心血管活动，是除了减少血容量外的一个重要机制。 因此本文
将进一步对心血管中枢的神经内分泌调节、ＳＧＬＴ⁃２ｉ 对该系统影响的相关机制进行以下方面的综述： （ １） 心血管

机能的中 枢 神 经 系 统 调 节； （ ２） 中 枢 钠 葡 萄 糖 转 运 体 （ ｓｏｄｉｕｍ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ＳＧＬＴ） 的 分 布 及 作 用；
（３） ＳＧＬＴ⁃２ｉ 心血管获益的外周机制研究进展；（４） ＳＧＬＴ⁃２ｉ 对中枢的影响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 关键词】 中枢神经系统； 能量代谢； 心血管控制区域； 钠 葡萄糖共转运体 ２ 抑制剂； 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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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群平均
寿命显著延长，但我国的慢性病（ 如糖尿病） 开始增
多，发病率及患病率逐年增高，而代谢综合征是导致
胰岛素抵抗以及心血管损害的重要原因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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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钠 葡萄糖共转运体 ２ 抑制剂改善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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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机能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

１．１

重要的心血管中枢神经 内分泌系统
大量的研究已证实中枢神经系统（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

，包括心血管并发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ＮＳ）功能失调参与了高血压的发生，ＣＮＳ 可

症，如脑血管疾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糖

以通过交感系统控制血压，胶质细胞介导的炎性改变

尿病下肢坏疽，这些并发症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

可影响中枢对血压的控制［７］ 。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长期偏高的伴随的各种并发症

［３］

质量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对糖尿病的控制是当前
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系统（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ＡＡＳ） 可
能通过促进心血管控制区域的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

目前可选的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很多，大部分的

交互作用，造成前炎性环境引起高血压。 传统观点认

药物作用机制离不开胰岛素的作用，因此可能在胰

为血液中的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Ⅱ， ＡＮＧⅡ）可以

岛素严重缺乏或作用缺陷下，常规降糖药物的降糖
作用会减弱，甚至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传统的降糖
药包括二甲双胍、磺脲类、格列奈类、α⁃葡萄糖苷酶
抑制剂、噻唑烷二酮类以及胰岛素。 这其中二甲双
胍可能因为部分人无法耐受消化道反应、肝肾功能
下降而无法达到标准剂量而有效控制血糖；磺脲类
胰岛素促泌 剂 及 胰 岛 素 虽 然 降 糖 效 果 显 著， 但 有
引发低血糖的不安全性，同时可能引起体重增加，
胰岛素促泌 剂 也 可 能 加 重 胰 岛 细 胞 的 负 荷， 加 速
胰岛细胞凋 亡，不 能 应 用 于 一 些 有 糖 尿 病 抗 体 的
患者；α⁃葡萄 糖 苷 酶 抑 制 剂 也 可 引 起 消 化 系 统 不
良反应，且降糖作用有限；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可引

作用于血管紧张素Ⅱ１ 型受体（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Ｔ１ Ｒ），激活这里的神经元后影响受血脑屏障（ｂｌｏｏｄ

ｂｒａｉ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ＢＢＢ） 保护的心血管控制区域。 此外，
也有指出 ＡＮＧⅡ可以通过不完整的 ＢＢＢ 被动转运至
心血管控制区域，主要出现在一些病理情况下（高血
压［８］ ，糖尿病［９］ ），此时 ＡＮＧⅡ依赖的 ＢＢＢ 通透性增
加，形成正反馈作用。 目前研究发现一些降压药可以
通过 ＢＢＢ，并可能通过阻断 ＡＴ１ Ｒ 发挥降压的作用。
是否 ＳＧＬＴ⁃２ｉ 能通过 ＢＢＢ 及影响 ＡＮＧⅡ有待进一步
研究。

１．２ 参与 ＣＮＳ 心血管活动的重要神经基础

心血管活动控制属于自主神经活动控制功能之

起水钠潴留，增加或加重心功能不全可能；在 １ 型

一，由以下自主神经活动相关核团控制［１０］ ： （１） 岛叶

控制会更加 困 难，且 尚 缺 乏 对 心 血 管 安 全 和 保 护

核团、终 纹 床 核， 构 成 情 绪 状 态 的 自 主 表 达 区 域；

的循证依据支持。

（３） 下 丘脑，启动和协调自主神经活动、神经内分泌、

糖尿病和晚期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这些药物对血糖

目前新的一类降糖药，如钠 葡萄糖共转运体 ２ 抑

制剂（ｓｏｄｉｕｍ⁃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ＳＧＬＴ⁃
２ｉ）是不依赖胰岛素的作用的一类药物，可以有效降
低血糖，同时大型临床试验支持其对肾脏和心脏等

和内侧前额叶，参与高级活动控制；（２） 杏仁核中央

行为反应和压力反应；（４） 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协
调自主神经、痛觉控制、压力相关、侵略性、生殖相关

食物行为的运动机制；（ ５） 脑桥臂旁 ＫＦ（ Ｋｏｌｌｉｋｅｒ⁃
Ｆｕｓｅ， ＫＦ） 核，传递内脏感觉信息至前脑，参与呼吸、

。 这类药物机制作用

循环、呕吐等回路； （ ６） 孤束核 （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使葡萄糖随尿液排出，同时通过渗透性利尿，促尿

血管、呼吸等延髓反射，并传递至其他自主神经活动

脏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４⁃６］

于肾脏与葡萄糖重吸收相关的近曲小管的 ＳＧＬＴ⁃２，
钠，带走一部分水分，降低血压，使心脏、肾脏的负荷
减轻，发挥保护心脏、 肾脏的作用。 因而， ＳＧＬＴ⁃２ｉ

ｔｒａｃｔ， ＮＴＳ） ，是内脏感觉传入的第一站，启动多级心
相关的区域；（ ７） 延髓中间网状区域尤其是腹外侧
延髓（ｖｅｎｔｒｏ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ｅｄｕｌｌａ， ＶＬＭ），其包括了自主神

也开始受到心血管、肾脏领域的临床专家、科研工作

经的前运动神经元，调节心血管、呼吸运动。 这些核

者的关注，一系列探索该药的代谢作用机制的研究

团的活动具有对机体状态的依赖性，可以受到呼吸、

也在日益增多，其中对心血管作用机制的研究是备

睡眠觉醒、情绪状态、注意力等影响。

受关注，尤其是神经内分泌机制研究，故本综述将从

ＣＮＳ 的自主神经控制核团最终主要通过控制

有关中枢作用机制的角度介绍 ＳＧＬＴ⁃２ｉ 的心血管保

由胸段第 ２ 段脊髓（ Ｔ２） 至腰段第 １ 段脊髓（ Ｌ１） 的

护作用。

脊髓的中间外侧核（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ｏｌａｔｅｒ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ＩＭＬ）
·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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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控制靶器官的活动，这里含有交感与副交感的节
前神经元，分管内脏运动、排汗、竖毛反应、血管活
动。 而另一部分核团可通过下丘脑的神经内分泌细
胞分泌激素来控制心血管活动，如下丘脑大细胞分
泌精氨酸加压素（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ｖａｓｏｐｒｅｓｓｉｎ， ＡＶＰ） 。 研究

分别降低 ５、２ ｍｍＨｇ ［２０］ ，并且 ＳＧＬＴ⁃２ｉ 与 β 受体阻滞

剂、钙通道阻滞剂、ＲＡＡＳ 系统阻滞剂联用在人类临
床试验中发现都有附加的血压降低作用［２１⁃２２］ 。 目前
研究认为可能机制包括： 血容量改变和减少动脉硬
化，以及血液循环中的神经体液因素，如 ＲＡＡＳ 系

也发现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或抑制的状态也和肥

统改变，血尿酸的降低，同时 ＳＧＬＴ⁃２ｉ 的使用可以通

胖、代谢综合征、２ 型糖尿病发生及它们的治疗结局

过某种方式抑制交感神经系统，且 ＳＧＬＴ⁃２ｉ 不会引

。 有报道称，正常血压的肥胖人群交感神经

起血容量下降带来的心率增加不良反应 ［２３］ 。 此外，

实验也发现肾脏的 ＳＧＬＴ⁃２ 表达增加与去甲肾上腺

实验也发现 ＳＧＬＴ⁃２ｉ 可能通过心肌表达的 ＳＧＬＴ⁃２

相关

［１１］

的活跃程度是体重正常人群的 ２ 倍 ［１２］ 。 同时，基础
素增加有关

［１１］

。 因而 ＳＧＬＴ⁃２ 可能与心血管活动

自主神经活动相关。
２

ＣＮＳ 的钠葡萄糖转运体（ ｓｏｄｉｕｍ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ｔｒａ⁃

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ＳＧＬＴ） 的分布及作用

体重的减轻在早期也促使了血压的下降 ［２３］ 。 同时，
改善心肌功能 ［２４］ ；通过影响糖脂代谢，减少动脉粥
样硬化，减少低血糖引起的交感活性增加，发挥心血
管保护作用 ［２５］ 。
４

ＳＧＬＴ 是一种重要的葡萄糖转运蛋白，主要由
ＳＬＣ５Ａ１⁃ＳＬＣ５Ａ１２ 基因表达，可在 ＣＮＳ 促进葡萄糖

４．１

ＳＧＬＴ⁃２ｉ 对 ＣＮＳ 的影响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当前研究的难点
目前对 ＳＧＬＴ⁃２ｉ 与中枢心血管调控的研究发表

转运 体 （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ＧＬＵＴ ） 对 糖 的 吸 收。

并不多，原因可能在于： （１） 目前中枢的 ＳＧＬＴ⁃２ 分

。 这些 ＳＧＬＴ 的转运功

谢、自主神经活动、心血管活动的调控的意义还不清

目前鉴定出 １２ 种 ＳＧＬＴ，其中除了 ＳＧＬＴ⁃５ 外，都可
以在 ＣＮＳ 中检测到表达

［１３］

子结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其对于糖代

能也与脑组织内的葡萄糖水平相关，比如 ＳＧＬＴ⁃１，

楚；（２） 目前 ＳＧＬＴ⁃２ｉ 的心肾脏保护作用的研究大

其亲和力高，主要发挥功能是在轻度至中度的低血

部分来自于内分泌、心血管及肾脏领域，而较少引起

糖情况

［１４］

。 ＳＧＬＴ⁃１ 研究最多，是 ８０％ 中脑葡萄糖

摄取的主要转运体

［１５］

。 ＳＧＬＴ⁃３ 表达于下丘脑，由

于与葡萄糖低亲和力结合，主要发挥葡萄糖感受功
能。 ＳＧＬＴ⁃４ 的 ｍＲＮＡ 检测表达量很低

［１６］

，ＳＧＬＴ⁃６

在 ＣＮＳ 广泛表达，主要位于黑质、下丘脑、杏仁核及
伏隔核
平相当

［１７］

［１８］

，在小鼠发现 ＳＧＬＴ⁃６ 与 ＳＧＬＴ⁃１ 表达水

神经领域专家的关注。 并且 ＳＧＬＴ⁃２ｉ 有着与胰高血
糖素样肽 １（ ｇｌｕｃａｇｏｎ⁃ｌｉｋ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１， ＧＬＰ⁃１） 不同
的作用机制，二者都能使 ２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与心

血管活动的神经内分泌因素得到改善，但是，ＳＧＬＴ⁃
２ｉ 的给药方式、药理作用机制却与 ＧＬＰ⁃１ 受体激动
剂存在截然不同的特点，因此对 ＳＧＬＴ⁃２ｉ 的神经内

。 ＳＧＬＴ⁃２ 在 ＣＮＳ 表达研究有限，目前发

分泌研究可能不仅仅是关注其能否通过血脑屏障，

。

直接进入 ＣＮＳ 这种单一机制，可能还存在其它神经

本团队初步探索了 ＳＧＬＴ⁃２ 在小鼠的中枢表达，大

机制，因此需要更加有深度的研究以及掌握神经内

致位于下丘脑、杏仁核、中脑导水管、孤束核等区域，

分泌领域的前沿技术的专家进行充分的发掘、探索，

提示 ＳＧＬＴ⁃２ 分 布 与 自 主 神 经 活 动 调 节 有 关。

见图 １。

现其在人类的小脑表达

［１９］

，而大鼠出现在海马

［１５］

ＳＧＬＴ⁃２ 定位与功能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３

ＳＧＬＴ⁃２ｉ 心血管获益的外周机制研究进展

４．２

直接作用可能机制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表明，ＳＧＬＴ⁃２ｉ 作用于 ＣＮＳ，

可能是直接作用于 ＳＧＬＴ⁃２ 受体或者通过间接作用

ＳＧＬＴ⁃２ｉ 独立于胰岛素，促进肾脏对葡萄糖的

发挥代谢、心血管调节功能。 Ｅｒｄｏｇａｎ 等 ［２６］ 发现，通

排出。 目前的临床研究和试验已证实 ＳＧＬＴ⁃２ｉ，如

过同位素标记的 ＳＧＬＴ 组份放射示踪显像，这些标

达格列净、恩格列净、卡格列净对于心脏和肾脏均有

记物被检测到可以明显集中在癫痫发作的脑区，而

保护作用，表现在心血管死亡、非致命心肌梗死、脑卒

予以达格列净———一种高选择性的 ＳＧＬＴ⁃２ｉ 腹腔注

中、心力衰竭住院事件发生率的下降

［５］

。 在 ２ 型糖尿

病患者，ＳＧＬＴ⁃２ｉ 使用可以持续地使收缩压、舒张压
· １３２·

射可以改善戊四唑诱导的癫痫。 这提示 ＳＧＬＴ⁃２ 对
于中枢电生理活动的影响，其中 ＳＧＬＴ⁃２ 的分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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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作用可能作用于中枢的 ＳＧＬＴ⁃２。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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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等却提供了保护作用 ［２８］ ，因而推测 ＳＧＬＴ⁃２ｉ 对心

血管的改善不仅是血压、心率等调节的特定神经元，
还包括神经内分泌系统作用，而此作用在患有糖尿
病前期及代谢综合征患者治疗中作用更明显。 另外
的一项研究发现，使用鲁格列净可以改善 ＳＨＲｃｐ 大
鼠的血压节律 ［２９］ 。

４．３

共同作用或是间接作用机制

不过，也有人认为 ＳＧＬＴ⁃２ｉ 的作用是通过作用

在中枢和周围神经的共同结果，如 Ｎａｚｎｉｎ 等 ［３０］ 发
现，在高脂饲料中加入卡格列净能显著减少结状神
经节、下丘脑的炎性因子的表达，从而抑制小鼠肥
胖，不排除下丘脑等神经组织的炎症改善及体重下
降是通过改善血糖而继发引起的，因此可能 ＳＧＬＴ⁃
２ｉ 的中枢作用是通过尿糖排除，能量的负平衡带来
的间接改变。 在 Ｍｉｌｌａｒ 等 ［３１］ 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无
论是否联合利拉鲁肽，达格列净改善饮食诱导的糖
尿病小鼠的认知功能受损，促进认知功能恢复。 由
图 １ ＳＧＬＴ⁃２ｉ 改善心功能的可能作用机制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ＧＬＴ⁃２ｉ
ＳＧＬＴ⁃２ｉ 的可能作用机制： 通过抑制近曲小管钠和葡萄糖的重
吸收（ 左上角） ，导致尿钠和尿糖，尿钠可引起血浆容量下降，管
球反馈的增加；而尿糖可以引起能量负平衡导致体重的下降、糖
毒性的减低、炎症的减轻，同时伴随尿酸排出作用以及脂肪组织
分解，酮体供能及脂肪炎症的减轻，副交感的激活引起血压、心率
下降，心肌供能改善；而中枢机制方面，ＳＧＬＴ⁃２ｉ 可能通过血脑屏
障作用于相关核团，通过抑制 ＲＶＬＭ 至 ＩＭＬ 的交感神经、激活副
交感神经系统

Ｃｈｉｂａ 等

［２７］

于达格列净本身的脂溶性，因而理论上可能可以跨
越血脑屏障，但同时也不排除该实验中，达格列净促
进血中的 ＧＬＰ⁃１ 升高， 最终 ＧＬＰ⁃１ 进 入 中 枢 引 起
ＣＮＳ 功能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达格列净同时也降
低血中皮质醇激素的浓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血压以
及认知功能。
采用 ＤＰＰ⁃Ⅳ酶抑制剂维格列汀与达格列净的
联合或对比研究中，Ｓａ⁃ｎｇｕａｎｍｏｏ 等 ［３２］ 同样发现达
格列净能通过改善脑部线粒体功能，胰岛素信号通

发现，ＳＧＬＴ⁃２ｉ 所引起的体重减轻，

路，改善炎症，影响凋亡从而延缓脑部的认知功能衰

除了能量摄入改变外，还可通过减弱头端中缝苍白

退；并且单独给药时，能保存海马的突触可塑性，提

核的兴奋性，减少棕色脂肪组织产热，以及减少氧耗

示 ＳＧＬＴ⁃２ｉ 可不依赖 ＧＬＰ⁃１ 作用，炎症信号、胰岛

减少能量支出的途径，这一活动依赖迷走神经肝支

素信号的改善是恢复海马功能的主要原因。 此外，

的完整性。 该研究提示达格列净可通过迷走神经影

目前也已开始认同包括下丘脑在内的中枢炎症信号

响能量代谢中产热有关的核团，同时，这些核团属于

可能与中枢的 ＲＡＡＳ 信号亢进，神经源性的高血压

自主神经系统，而心血管活动调节也是由一定的自

产生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 ［３３］ ，因而通过改善炎症、

主神经进行调节，比如对血压、心率的调节。 而现在

改善 脑 内 的 ＲＡＡＳ 信 号 从 而 缓 解 高 血 压， 也 是

的研究也发现，达格列净引起类似神经元的激活伴

ＳＧＬＴ⁃２ｉ 可能存在的一个改善心血管系统的一个重

随着血压和心率的改变。 但所涉及具体的神经通路

要机制。

有待进一步的实验验证。 此外，对自主神经功能的

４．４

影响性可能与糖尿病的程度、饮食中钠的含量有关，
因为日本的研究者发现，在一种具有糖尿病前期和
代谢综合征表现的大鼠模型（ ＳＨＲｃｐ 大鼠模型） ，在

调节代谢综合征的神经内分泌因素
肥胖或是代谢综合征的神经内分泌变化也与高

血压发生有关 ［３４］ ，研究报道血液中脂联素、瘦素的
水平与 ＲＡＡＳ 系统水平、高血压有关，高盐摄入诱

正常盐含量饮食时，给予恩格列净并没有显著地影

导的脂联素增加可作用于肾脏，导致 ＳＧＬＴ⁃２ 表达

响血压、心率以及自主神经活性，但对心脏的氧化应

下降，从而引起血压下降 ［３５］ 。 也有研究甚至提出肠
·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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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作用在血压调节中也不可忽视 ［３６］ 。 肠道激素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ｖｉａ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ｆ

道影响中枢自主神经对心血管活动调节的重要因

（３） ： ５７２ ５７９．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 Ｊ ］ ．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６３

ＧＬＰ⁃１ 与饥饿素都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压，是肠
素。 此外，研究证明 ＳＧＬＴ⁃２ｉ 可以影响肠道菌群，肠

［９］

道菌群及代谢产物可以影响中枢能量代谢及心血管

展

望

［１０］

心血管中枢活动与 ＳＧＬＴ⁃２ｉ 心血管作用机制方
面存在紧密联系，未来对 ＳＧＬＴ⁃２ｉ 的心血管活动的
神经内分泌机制研究将陆续增加，这些研究将为新

［１１］

化、精准化的降糖、改善心血管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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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ｌ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１０，２９９（６） ： Ｃ１２７７

Ｃ１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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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２０１６，３９（５） ： ７１７ ７２５．

ｐｏｒｔｅｒ， ｉ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ａｎｎｏｓｅ， １，５⁃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ｏｄｉｕｍ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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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Ｄ⁃ｇｌｕｃｉｔｏｌ， ａｎｄ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 Ｊ］ ．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５，７６

ＨＥＥＲＳＰＩＮＫ Ｈ Ｊ，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Ｂ Ａ， ＦＩＴＣＨＥＴＴ Ｄ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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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靶向中枢功能核团的降压药、降糖药研发提供
巨大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支持，为临床提供更加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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