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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德谷门冬双胰岛素联合尿毒清治疗 
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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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尿毒清颗粒与德谷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诺和佳）联合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DN）患
者的效果。方法  选择廊坊市人民医院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 月收治的 82 例早期 DN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编号随机分为西药治疗组和联合中药治疗组，每组各 41 例。西药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诺和佳
治疗；联合中药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诺和佳 + 尿毒清颗粒治疗。所有患者均治疗 60 d。观察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的肾功能指标、氧化应激指标、血液流变学指标和炎症指标水平以及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肾功能指标、氧化应激指标、血液流变学指标和炎症指标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两组患者治疗后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血清内皮素 -1（ET-1）、肌酐清除率（CCr）水平以及 24 h 
尿蛋白定量均较治疗前改善，且联合中药治疗组明显优于西药治疗组〔BUN（mmol/L）：5.35±1.04比 5.74±1.12，
SCr（μmol/L）：74.34±6.68 比 95.41±6.71，ET-1（ng/L）：56.21±7.05 比 60.56±7.43，CCr（mL/min）：99.21±4.19
比 77.40±4.20，24 h 尿蛋白定量（μmol/L）：0.17±0.02 比 0.24±0.06，均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联合中药治疗
组 GSH-Px、SOD 水平均明显高于西药治疗组〔GSH-Px（U/L）：125.56±12.37 比 115.62±12.49，SOD（kU/L）：
104.59±8.35 比 95.50±8.59，均 P＜0.05〕，MDA 水平明显低于西药治疗组（nmol/L：5.10±0.25 比 5.98±0.12，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血小板黏附率和血小板聚集率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联合
中药治疗组明显低于西药治疗组〔全血黏度：4.10±0.10 比 5.10±0.13，血浆黏度：1.47±0.05 比 1.80±0.09，
血小板黏附率（%）：31.25±6.10 比 43.29±6.28，血小板聚集率（%）：46.25±7.82 比 53.62±7.91，均 P＜0.05〕。
两组患者治疗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和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联合
中药治疗组明显低于西药治疗组〔hs-CRP（ng/L）：6.20±1.10 比 8.55±1.06，TNF-α（ng/L）：36.96±7.52 比
48.24±7.49，均 P＜0.05〕。联合中药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西药治疗组〔95.12%（39/41）比 80.49%

（33/41），P＜0.05〕，但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76%（4/41）比 7.32%（3/41），P＞0.05〕。
结论  早期 DN 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同时使用诺和佳与尿毒清颗粒，可明显提高患者肾功能改善效果，且有
助于改善患者氧化应激状态及血液流变学指标，提高临床疗效，且不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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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Niaoduqing granule and insulin degludec and insulin 
aspart  injection  (Nuohejia)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Methods  Eighty-two  
patients with early DN admitted into Langfang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ne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according to serial number,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M) group 
and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TCM+WM) group, with 4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WM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uohejia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the TCM+WM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uohejia+Niaoduqing 
granul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All the patients'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60 days. The levels of renal function, 
oxidative stress, hemorheological and inflammatory indexes,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renal function, oxidative stress, hemorheology and inflamma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serum creatinine  (SCr),  serum endothelin-1  (ET-1),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Cr) and 24-hour urinary protein quantificat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levels in the TCM+W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WM group [BUN (mmol/L): 5.35±1.04 
vs. 5.74±1.12, SCr (μmol/L): 74.34±6.68 vs. 95.41±6.71, ET-1 (ng/L): 56.21±7.05 vs. 60.56±7.43, CCr (mL/min):  
99.21±4.19 vs. 77.40±4.20, 24-hour urinary protein quantification (μmol/L): 0.17±0.02 vs. 0.24±0.06, all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levels of GSH-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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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D in the TCM+W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WM group [GSH-Px (U/L): 125.56±12.37 
vs. 115.62±12.49, SOD (kU/L): 104.59±8.35 vs. 95.50±8.59, both P < 0.05], and the level of MD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WM  group  (nmol/L:  5.10±0.25  vs.  5.98±0.12,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whole  blood 
viscosity, plasma viscosity, platelet  adhesion  rate  and aggrega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levels in TCM+W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WM group [whole 
blood  viscosity:  4.10±0.10  vs.  5.10±0.13,  plasma  viscosity:  1.47±0.05  vs.  1.80±0.09,  platelet  adhesion  rate  (%): 
31.25±6.10 vs. 43.29±6.28,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 46.25±7.82 vs. 53.62±7.91, all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levels in TCM+W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WM group [hs-CRP (ng/L): 6.20±1.10 vs. 8.55±1.06, TNF-α (ng/L): 36.96±7.52 vs. 48.24±7.49, both P <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CM+W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M group [95.12% (39/41) vs. 
80.49% (33/41),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9.76% (4/41) vs. 7.32% (3/41),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use of Nohejia and Niaoduqing granule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arly  DN  patients  can  obviously  elevate  their  renal  function,  and  decrease  the  levels  of 
creatinine and urea nitrogen, help improve the oxidative stress status and hemorheology indexes and increas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Key words】  Diabetic nephropathy;  Insulin degludec and insulin aspart;  Niaoduqing granule;  Renal function;   
Hemorheology;  Oxida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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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肾病（DN）属于一种较为常见且治疗难

度较大的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患者多发的严重并

发症之一［1］。DN 发生后，如患者未能及时获得有

效治疗，病情未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随着病情的进

一步加重可引发蛋白尿、高血压、水肿等一系列症

状，甚至可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等，危及患者

生命［2］。在 DN 早期及时选择合理药物治疗，缓解

患者症状，控制病情迅速进展，对患者总体疗效的

提高及预后的改善极为重要。目前，临床上对早期

DN 患者的西医治疗方式主要为口服西药控制血糖

和血压以及调脂等，同时控制饮食、改善生活方式。

德谷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诺和佳）是一种通过基

因重组技术获得的胰岛素，应用过程中表现出良好

的降糖效果，但单独用于治疗早期 DN 患者难以获

得理想的效果，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临床有效性

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提高［3］。本研究主要探讨诺

和佳与尿毒清颗粒联合应用治疗早期 DN 患者的临

床效果及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

方法。选择廊坊市人民医院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 月收治的 82 例早期 DN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按就诊顺序编号，并根据编号随机分为西药

治疗组和联合中药治疗组。

1.1.1  纳入标准：① 符合《中国糖尿病肾脏疾病防

治临床指南》［4］ 中DN的临床诊断标准，且Mogensen 

分期为Ⅲ期［5］；② 早期 DN，即 6 个月内尿白蛋白

排泄率为 20～200 μg/min，次数≥2 次；③ 病程≥ 

6 个月；④ 意识清楚，能够与人进行正常的语言沟

通交流；⑤ 自愿参与，在对研究目的和方法知情的

前提下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① 伴有其他继发性肾脏疾病、原

发性肾脏病变、高钾血症和其他严重糖尿病并发

症；② 其他因素引起尿蛋白增多；③ 正在接受血液

或腹膜透析；④ 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⑤ 过敏体

质，对研究中所使用药物过敏；⑥ 存在精神状态异

常，无法良好配合治疗。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 2013 年修订的《赫尔

辛基宣言》的要求，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审批号：2021-YXLW-006），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

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相同的常规

治疗，主要包括调节血糖和血脂、控制血压等。根据

患者实际情况口服降糖药物，空腹状态和餐后血糖

分别控制在 3.9～7.0 mmol/L、7.2～10.0 mmol/L。口

服拜阿司匹林每日 1 次、每次 0.1 g，口服阿托伐他

汀钙每日1次、每次20 mg。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 

（1 mmHg≈0.133 kPa）以下，并纠正电解质紊乱。治

疗期间还给予患者糖尿病健康宣教、运动锻炼指

导、心理干预、饮食指导（低脂、低盐、低磷、低蛋白

饮食，合理补充热量）等。根据患者标准体质量计算，

控制摄入总热量为 125.52～146.44 kJ·kg-1·d-1，摄

入蛋白质为 0.6 g·kg-1·d-1，摄入食盐为每日 3 g。

  西药治疗组在上述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诺和

佳〔国药准字 J20190017，丹麦 Novo Nordisk A/S 分

包装，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注射剂，3 mL：300 U 

（畅充）〕进行治疗。诺和佳使用方法为每日早餐和

晚餐前行药物皮下注射，每日共 2 次。使用前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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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耐受性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逐渐适当增

加药物剂量，防止患者出现低血糖症状。

  联合中药治疗组在上述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

诺和佳 + 尿毒清颗粒〔国药准字 Z20073256，康臣

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颗粒剂，每袋 5 g，共 

15 袋（无糖型）〕 进行治疗。尿毒清颗粒使用方法为

温水冲服，每次 5 g、每日 4 次，服药时间分别为每日

06：00、12：00、18：00 和 22：00。诺和佳的使用方

法与西药治疗组相同。

  两组患者均以 30 d 为 1 个疗程，共接受 2 个疗

程治疗，治疗结束后进行疗效评估。

1.3  观察指标：① 肾功能指标：使用 SA-BA18 型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患者治疗前后血尿素氮（BUN）、

血清内皮素 -1（ET-1）和血肌酐（SCr），计算肌酐清

除率（CCr），同时测定 24 h 尿蛋白定量。② 氧化应

激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空腹肘静脉血 

3 mL，离心处理，分离血清，采用硫代巴比妥酸荧光

法测定丙二醛（MDA）水平，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测

定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采用比色法测定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水平。③ 血液流变学

指标：使用 NXE-1 型国产锥板式黏度计测定患者治

疗前后全血黏度和血浆黏度，计算血小板聚集率和

血小板黏附率。④ 炎症指标：使用迈瑞 BC-3600 型

全自动三分群血细胞分析仪测定患者治疗前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水平。⑤ 总体疗效［6］及不良反应：症状无明显好

转，肾功能指标和血糖水平均未见明显改善为无效；

临床症状均有明显改善，肾功能指标和血糖水平恢

复正常或恢复程度在 50%～90% 为有效；治疗后

多食、多饮、多尿等症状基本或完全消失，空腹和餐

后血糖水平以及肾功能指标均恢复正常或恢复程 

度＞90% 为显效。总有效率＝有效率 + 显效率。同 

时观察患者对相关药物的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

表 1 不同治疗方式两组早期 DN 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病程
（年，x±s）

合并症（例）

高脂
血症

高血
压

水肿男性 女性

西药治疗组 41 25 16 51.38±2.46 8.43±1.20 13 10 6

联合中药
　治疗组

41 26 15 51.40±1.38 8.40±1.18 12 11 7

注：DN 为糖尿病肾病

表 2 不同治疗方式两组早期 DN 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BUN
（mmol/L）

SCr
（μmol/L）

ET-1
（ng/L）

CCr
（mL/min）

24 h 尿蛋白定量
（μmol/L）

西药治疗组 治疗前 41 6.25±1.20 109.58±8.50 67.25±9.60 65.75±6.36 0.38±0.02
治疗后 41 5.74±1.12 a   95.41±6.71 a 60.56±7.43 a 77.40±4.20 a 0.24±0.06 a

联合中药治疗组 治疗前 41 6.27±1.24 110.75±8.65 68.13±9.54 65.60±6.40 0.37±0.07
治疗后 41 5.35±1.04 ab   74.34±6.68 ab 56.21±7.05 ab 99.21±4.19 ab 0.17±0.02 ab

注：DN 为糖尿病肾病，BUN 为血尿素氮，SCr 为血肌酐，ET-1 为血清内皮素 -1，CCr 为肌酐清除率；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西药
治疗组同期比较，bP＜0.05

例或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表 1）：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

程以及合并症等基础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2.2  肾功能指标（表 2）：治疗前，两组间 BUN、SCr、

ET-1、CCr 水平以及 24 h 尿蛋白定量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 2 个疗程后，两组患 

者上述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联合中药

治疗组明显优于西药治疗组（均 P＜0.05）。

2.3  氧化应激指标（表 3）：治疗前，两组间 GSH-Px、 

SOD、MDA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治疗 2 个疗程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水平均较治疗

前明显改善，且联合中药治疗组 GSH-Px、SOD 水平

均明显高于西药治疗组，MDA 水平明显低于西药治

疗组（均 P＜0.05）。

2.4  血液流变学指标（表 4）：治疗前，两组间全血黏

度、血浆黏度、血小板黏附率和血小板聚集率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 2 个疗程

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

联合中药治疗组明显低于西药治疗组（均 P＜0.05）。 

2.5  炎症指标（表 5）：治疗前，两组间 hs-CRP 和

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治疗 2 个疗程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水平均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且联合中药治疗组明显低于西药治疗

组（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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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治疗方式两组早期 DN 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全血黏度（mPa·s） 血浆黏度（mPa·s） 血小板黏附率（%） 血小板聚集率（%）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西药治疗组 41 5.80±1.11 5.10±0.13 a 1.86±0.12 1.80±0.09 a 48.11±6.50 43.29±6.28 a 61.22±8.59 53.62±7.91 a

联合中药治疗组 41 5.78±1.15 4.10±0.10 a 1.85±0.10 1.47±0.05 a 48.13±6.52 31.25±6.10 a 61.23±8.75 46.25±7.82 a

t 值 0.080 39.041 0.410 20.524 0.014 8.806 0.005 4.243
P 值 0.936   0.000 0.683   0.000 0.989 0.000 0.996 0.000

注：DN 为糖尿病肾病；与治疗前比较，aP＜0.05

表 5 不同治疗方式两组早期 DN 患者治疗前后 
炎症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hs-CRP（ng/L） TNF-α（n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西药治疗组 41 14.86±2.10 8.55±1.06 a 86.33±13.28 48.24±7.49 a

联合中药
　治疗组

41 14.85±2.15 6.20±1.10 a 86.35±13.29 36.96±7.52 a

t 值 0.021 9.850 0.007 6.805
P 值 0.983 0.000 0.995 0.000

注：DN为糖尿病肾病，hs-CRP为超敏C-反应蛋白，TNF-α为肿瘤 
坏死因子 -α；与治疗前比较，aP＜0.05

表 6 不同治疗方式两组早期 DN 患者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临床疗效（例） 总有效率
〔%（例）〕显效 有效 无效

西药治疗组 41 12 21 8 80.49（33）
联合中药治疗组 41 19 20 2 95.12（39） a

组别
例数
（例）

不良反应（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
〔%（例）〕胃肠反应 头晕 乏力

西药治疗组 41 1 1 1 7.32（3）
联合中药治疗组 41 2 1 1 9.76（4）

注：DN 为糖尿病肾病；与西药治疗组比较，aP＜0.05

2.6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表 6）：联合中药治疗组

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西药治疗组（P＜0.05），但两

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 论 

  DN 是糖尿病患者病情进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

并发症之一。临床调查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病程

超过 10 年时，DN 的发生率超过 60%［7］。机体胰

岛素代谢异常会对机体的糖、蛋白质、脂肪代谢产

生严重影响，进而引发一系列综合征。有研究显示，

DN 患者肾小球明显增大，基底膜厚度明显增加，细

胞外基质聚集［8］。DN 发生早期具有隐匿性，大部

分患者未出现典型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当有典型症

状出现时通常病情已经进展至中晚期，肾脏功能遭

受严重损害。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活

不规律、饮食结构变化、精神压力等因素导致DN发

病率呈明显地逐年递增趋势［9］，该病不仅严重影响

患者身心健康，同时还会对患者正常学习、工作、生

活产生明显影响，大大降低生活质量。因此，近年来

临床上不断加强对 DN 临床有效治疗药物及方案、

护理干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目前临床上主要选用

口服西药联合针对性护理干预方式治疗早期 DN 患

者，但总体疗效及预后均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从中医学角度选择中西医结

合方案治疗 DN 患者有望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10］。

  临床上较多研究均显示，给予 DN 患者胰岛素

强化治疗能够使患者机体糖代谢获得有效调节，有

效控制血小板聚集，提高血糖水平的控制效果，同时

还可明显降低患者血栓素 A2 水平，促进患者肾组

织供血状况获得良好改善，进而提升患者总体康复

效果［11］。但单纯给予 DN 患者胰岛素强化治疗时，

血脂调节、炎症反应控制等方面的效果相对欠佳。

诺和佳为德谷门冬双胰岛素，是目前临床治疗糖尿

病患者常用的胰岛素。与普通人胰岛素相比，该药

物的起效速度更快，且患者不易出现耐药，治疗期间

低血糖发生率也明显降低［12］。但单独使用诺和佳

在改善肾功能和机体氧化应激以及控制炎症反应等

方面效果仍相对较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

表 3 不同治疗方式两组早期 DN 患者治疗前后氧化应激指标比较 （x±s）

组别
例数
（例）

GSH-Px（U/L） SOD（kU/L） MDA（n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西药治疗组 41 91.24±7.40 115.62±12.49 a 87.60±7.20   95.50±8.59 a 7.24±1.02 5.98±0.12 a

联合中药治疗组 41 91.22±7.59 125.56±12.37 a 87.62±7.28 104.59±8.35 a 7.25±1.03 5.10±0.25 a

t 值 0.012 3.621 0.013 4.857 0.044 20.319
P 值 0.990 0.001 0.990 0.000 0.965   0.000

注：DN 为糖尿病肾病，GSH-Px 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SOD 为超氧化物歧化酶，MDA 为丙二醛；与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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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选择胰岛素强化治疗与口服中药联合的方案治

疗 DN 患者，能够弥补单独行胰岛素强化治疗存在

的不足，促进患者相关症状和体征得到更好地改善，

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有效性［13］。

  在中医学中，DN 被纳入尿浊、消渴、肾劳等范

畴。中医相关研究显示，脾肾两虚、气阴亏损降低机

体运化动能，湿浊疲血不断内聚是引发 DN 的主要

原因［14］。DN 的发生为本虚标实，湿浊瘀毒为标，脾

肾气虚为本，多数表现为虚实夹杂。因此，从中医学

角度，对于早期 DN 患者的治疗应坚持化瘀降浊、健

脾滋肾等原则。尿毒清颗粒的主要成分为黄芪、大

黄、制何首乌、党参、茯苓、白芍、丹参和白术等。大

黄有化瘀解毒、通腑降浊的功效；黄芪有利水消肿、

扶益正气、排毒祛脓等功效；茯苓有健脾渗湿、利水

消肿的功效；丹参主要发挥通经止痛、活血祛瘀的

功效；白芍发挥平肝止痛、敛阴止汗的功效；制何

首乌有益精血、益肾补肝的功效；车前草有清热解

毒、利尿消肿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显示，大黄成

分中的大黄酸可抑制系膜细胞增生，延缓肾小球硬

化进程，使慢性肾衰竭患者病情得到有效缓解，同时

可有效改善细胞免疫和脂质代谢异常，还能有效改

善肾脏微循环，促进肾脏代谢［15］；黄芪中所含黄芪

甲苷、黄芪多糖等可调节机体免疫，有效减少纤维

生成，改善蛋白尿，保护肾功能，同时黄芪甲苷有抗

炎、降糖、抗氧化应激反应等多重作用［16］；白术成

分中的白术多糖、白术内酯、苷类、挥发油等有抗氧

化、抗炎症反应等作用；茯苓中所含化学成分（多糖

类、甾体类、萜类等）能够清除氧自由基，有效抑制

机体过氧化反应，修复肾小管损伤［17］；丹参、川芎

可明显改善机体的血液流变性，还可清除自由基以

及抗氧化，与大黄同时使用可提高肾血流改善效果，

进而提高肾小球滤过率［18］；茯苓、白术、党参等均

有细胞膜保护作用及自由基清除作用［19］。上述诸 

药联合使用表现出良好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利

湿健脾、滋肾等功效。

  本研究显示，与西药治疗组相比，联合中药治疗

组患者使用诺和佳与尿毒清颗粒联合治疗后，肾功

能、血液流变学、氧化应激相关指标的改善效果明

显更理想，同时炎症指标水平明显降低，临床治疗有

效性明显提高，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由

此可知，尿毒清颗粒与诺和佳同时用于早期 DN 患

者的治疗能够发挥良好的协同增效以及互补增效作

用，实现标本兼治，提高患者临床症状及相关指标的

改善效果，获得更理想的总体疗效。

  综上所述，早期 DN 患者在临床治疗中联合使

用尿毒清颗粒与诺和佳，可明显提高患者肾功能指

标及其他异常指标的改善效果，获得更理想的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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