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推荐奖种: 2018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2.项目名称: 重症患者糖代谢紊乱损伤机制研究及血糖控制的临床应用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 四川大学 

4.推荐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推荐书材料、所填材料符合要求，经公示后无异议，符合推荐

要求。项目组的课题设计思路严谨，观点来源于临床又服务于临床，符合临床

科研的研究原则。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血糖变异度管理影响重症患者的预后。项

目组把握了重症患者血糖研究的前沿方向，并开展了大量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工

作，指明了重症患者血糖管理的方向。 该成果创新性高，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提高了我省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每位候选人都对该项目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推荐申报华夏医学科技奖（成果推广类）。 

5.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危重病医学内分泌与代谢领域。 

应激性高血糖等糖代谢紊乱在重症患者十分普遍，即使在既往无相关病史的患

者中发生率仍很高，这可能与严重疾病状态引起的应激反应有关，但是确切的

损伤机制尚不明确。大量临床研究显示，重症患者的糖代谢紊乱是患者死亡的

独立风险因素。强化胰岛素治疗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已得到充分认可，但是严

重低血糖的发生率很高，甚至抵消了其应有的益处。时至今日，重症患者的血

糖控制越发受到重视，但其控制仍不理想，因此迫切需要更有效安全的血糖控

制方案。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对血糖控制的研究仍存在差距，尤其缺乏中国

重症人群的相关数据、临床血糖管理的方法和高质量的临床研究。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本项目组历时 14 年，在 2 项省科技厅项目资助下，进

行了临床及基础研究。 

5.1 首次在国内同领域，通过临床数据库的分析，得到重症患者血糖代谢紊乱

的资料，分析了 ICU 重点病种血糖紊乱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血糖紊乱广泛存在于重症患者，为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积极控制血糖，

重症急性胰腺炎 ICU住院时间从 15.8天降至 11.3天，ICU死亡率从 40%至 13%。

肝移植患者中，死亡组的血糖标准差、血糖变异度（GV）、GLI 均高于存活组，

ICU 最低血糖值在死亡组更低，均 P＜0.05。 



5.2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短期 IIT 控制重症患者血糖，改善预后。通过动物实验，

观察到应激状态下血糖与胰岛素变化规律。 

结果：IIT 控制后，血糖波幅下降，死亡率、ICU 住院时间、感染率均下降。强

化胰岛素治疗后，胰腺 β 细胞的分泌量从 8.44 升至 55.7，功能改善。 

5.3 国内率先引入血糖控制闭合环路进行重症患者血糖控制。分析血糖控制达

标率、GV、低血糖率、死亡率、ICU 住院日等。 

研究结果表明，运用闭合环路进行血糖控制，可有效地降低血糖不稳定指数，

减少低血糖次数，缩短了 ICU 住院时间。该成果曾在第 28 届欧洲重症年会作专

题报告。 

成果鉴定认为，本项目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科技查新显示，3 项创新

点均属国内首次报道，多项技术指标优于国内外同类报道。本项目成果发表论

文 5 篇，其中 SCI 收录 3 篇，Medline 收录 2 篇；SCI 引用 54 次。多次受邀在

国际、国内会议上进行成果汇报。本项目组牵头编写专著 2 部。接近 20 家大型

医院开展上述技术，累计惠及数千例患者。本项目推广应用改变了我国重症患

者血糖代谢紊乱的诊治及研究现状，为推动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6.客观评价： 

6.1 科技成果评审汇总意见： 

经四川省技术市场协会组织同行专家，对项目成果《重症患者糖代谢紊乱损伤

机制研究及血糖控制的临床应用》进行评议，一致认为:项目组的课题设计思路

严谨，观点源千临床，又服务于临床，符合临床科研的研究原则；在研究过程

中，提出血糖变异度管理影响重症患者预后；项目组把握了重症患者血糖研究

的前沿方向，并开展了大量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指明了重症患者血糖管理的

研究方向；该成果创新性突出，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成果总体居

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建议进一步推动临床成果转化。 

6.2 与当前国内外同类研究、同类技术的综合比较： 

1）强化胰岛素治疗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在国内外已得到充分认可，但因严重低

血糖的发生率而被叫停。时至今日，国内外重症患者的血糖控制仍不理想。从

大量的临床研究可以看出，重症患者的血糖代谢紊乱为患者死亡率增加的独立

危险因素。在感染、应激、胰岛素抵抗等综合影响下，血糖的达标、血糖变异



度的控制仍不理想。从著名的 Vandenburge 的研究至 NICEsugar 研究等，低血

糖的发生率一直是主要的并发症。因此，这一方面仍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2）我们通过临床数据库的建立：已建立起重症患者的临床数据库，为数据的提

取及分析提供了重要的作用。国外数据库，尤其是欧美地区，由于人种差异，

疾病谱的分布有一定的不同，国外的研究数据的转化应用需要国内人群资料的

验证，使之变成为适合中国人群的数据分析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将为研究重

症患者带来更为便捷的数据支持。为制定更适合国人的诊疗方案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3）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联合动态血糖监测、胰岛素泵等闭合环路控制，将之应

用到重症患者的血糖控制中，有效的控制率血糖的变异度、控制了血糖的峰值，

降低了低血糖的发生率。该研究结果的在国际上首次发表，在专业杂志及领域

引起了较多关注。先后受美国糖尿病协会及美国亚洲糖尿病基金会邀请，在美

国费城第 72 届美国糖尿病协会做大会交流。该方案的提出，为解决常规强化胰

岛素治疗存在的低血糖并发症有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6.3 论文收录引用证明： 

经四川省科技成果查新咨询服务中心科分院分中心检索，该项目组在《科学引

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SCI-EXPANDED),2009-2017)发表的文章有 12 

篇被 SCI 收录，提交论文在《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SCI-EXPANDED),2009-2017)中引用 54 次。经检索《CNKI》数据库 (2000- 2017) , 

论文被引用 179 次。 

6.4 科技查新结论： 

经四川省科技成果查新咨询服务中心科分院分中心作国内外查新，本项目有下

列查新点：（1）2006 年研究了应激性高血糖与 ICU 煎症患者预后的关系；（2）

2006 年研究了血糖变异度与 ICU 重症患者预后的关系；（3）2006 年研究了短

期强化胰岛素治疗对重症患者预后的关系，结论：短 期可有效降低低血糖的发

生率；（短期： 7 天； 国外通常指整个病程， 往往大于 7 天）；（4）2006 年

研究了平均血糖水平与 ICU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怠性加篮期患者预后的关系；（5）

2010 年研究了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 P 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 （强化胰

岛素 治疗 可以保护烫伤致应激损伤导致的胰腺 P 细胞功能）；（6）2012 年研



究了强化胰岛素治疗对重症急性胰腺炎血糖变异度、死亡率的影响；（7）2012 年

研究 了平均血糖水平及血糖变异度与 ICU 亚症急性胰 腺炎患者死亡率的关

系。 

 

7.推广应用情况：本项目在国内的近20 家大型三甲医院ICU 开展实施，包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复兴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昆明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西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贡

市人民医院、宜宾市第二医院、达州市中心医院等ICU。应用后，一致认为，本

方案有利于更好的控制重症患者的血糖，提高患者的血糖达标率，有助于缩短

住院日，提高病人及家属满意度，值得更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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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完成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学术(技术)贡献：项目申请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

重症患者血糖代谢紊乱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已作为负责人完成了四川省科

技厅科技支撑计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 β 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

(09ZC0880)”,成功建立了脓毒症动物模型,掌握了危重病急性血糖波动规律；

自本世纪初即开始关注危重症患者的营养与代谢，掌握了本方向的研究前沿，

并且课题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为本课题的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姓名：王波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完成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已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β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09ZC0880)”,成功建

立了脓毒症动物模型,掌握了危重病急性血糖波动规律；为本课题的开展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关注危重病患者的糖代谢研究，对国际国内的研究热点

及方向有准确的把握。同时，对课题的质控、数据的审核等，为课题的顺利完

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姓名：左艳艳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完成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完成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 β 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09ZC0880)”,为本课

题的开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生在读期间长期关注重症患者的糖代谢，

为课题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姓名：张中伟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完成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完成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β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09ZC0880)”,主要从

事文献整理、实验方案的设计与数据的分析等工作，为本课题的开展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姓名：唐飞舸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完成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完成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β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09ZC0880)”,为

本课题的开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课题开始即长期关注重症患者的糖代

谢，为课题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姓名：郭军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完成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完成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 β 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09ZC0880)”，博

士在读期间关注危重病患者的糖代谢研究，对国际国内的研究热点及方向有准

确的把握。曾在 2016 美国重症年会、中华医学会重症年会做口头及书面成果报

告。同时，对课题数据的收集、处理等，为课题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姓名：陆玫竹 

排名：7 



职称：助教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完成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完成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 β 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09ZC0880)”，博

士在读期间关注危重病患者的糖代谢研究，包括基础与临床研究，对国际国内

的研究热点及方向有准确的把握。曾在 2016 欧洲重症年会、中华医学会重症年

会等做口头及书面成果报告。同时，对课题数据的收集、处理等，为课题的顺

利完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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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完成了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 “强化胰岛素治疗保护应激胰腺 β 细胞功能的机理研究(09ZC0880)”， 

从本科开始在读期间关注危重病患者的糖代谢研究，主要负责课题数据的收集、

处理等，为课题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很大贡献。硕士在读期间关注危重病患者的

糖代谢研究，包括基础与临床研究，对国际国内的研究热点及方向有准确的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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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 

1、组织并支持本研究的顺利进行；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对本课题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监管，同时对本课题

的全面推广给予大力配合和支持； 

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本研究项目实施的主要场所，本研究的主要完成人员、

病人来源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协助组织本研究的人员梯队，协助完成该研究领域的人才

培养工作； 

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予人力、物力支持，进行相关协调

工作，以致达到较高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