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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小型猪糖尿病前期血脂和血液流变学变化分析
苏小华 1，那顺巴雅尔 1*，邓俊成 2，吕

明2

(1. 广东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东莞 523808；2. 东莞松山湖明珠实验动物科技有限公司，东莞 523808)
摘 要：为研究巴马小型猪糖尿病前期对血脂和血液流变学的影响，对正常巴马小型猪和糖尿病前期小型猪的
血脂和血流变学指标进行了检测，并进行糖耐量实验。结果表明，血脂四项检测中血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糖尿病前期组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中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
间出现延长（P<0.05）。其他检测指标无明显差异。实验显示，巴马小型猪糖尿病前期已出现血脂紊乱和部分血流
变学指标的改变。因此糖尿病前期患者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应控制血脂，降低血黏度，以预防或减少糖尿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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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lood lipid and hemorheology in Bama miniature pigs during pre-diabetic
SU Xiaohua1, NASHUN Bayaer1, DENG Juncheng2, LYU Ming2
(1. Laboratory Animal Center,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523808;
2. Pearl Lab Animal Sci &Tech Co. Ltd., Dongguan 523808)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 lipid and hemorheology in Bama miniature pigs during
pre-diabetic. The blood lipid and hemorheology index of normal Bama miniature pigs and pre-diabetic miniature
pigs were tested, and the sugar tolerance test was performed. Results: the cholesterol total,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in the prediabetes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5) in the four items of blood lipid tests. In the test of hemorheology index, the time of
activating partial prothrombin prolonged (P<0.05). There was no obvious abnormality in other test index. Conclusion: dyslipidemia and some changes in hemorheology have occurred in Bama miniature pigs during pre-diabetic.
Therefore, while controlling blood sugar, pre-diabetic patients should control blood lipids, reduce blood viscosity,
to prevent or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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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是一种以慢性
血葡萄糖水平升高为特征的代谢型疾病 [1-2]。2017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了全球糖尿病地图
（第八版）[3]，数据显示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为 4.25
亿，并预计 2045 年患病人数会接近 7 亿。与此同时，
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 2015 年已经超过了 1 亿，2040
年预计将会达到 1.5 亿[4]。早在 2004 年我国糖尿病
患者花费的卫生费用为 574.69 亿元，是非糖尿病患
者的 2.5 倍[5]。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的发生给个人
带来严重危害的同时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了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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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适当干预可以显著延
迟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因此，糖尿病前期是糖尿
病预防控制的重点和关键期[6]。本项目采用巴马小
型猪作为实验对象，通过 ENU 诱变剂筛选建立大
型哺乳动物基因突变模型和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前
期工作中已筛选出人类瓦氏综合征 II 型疾病模型、
隐形耳聋模型、眼皮肤白化综合症 II 模型和斑色鱼
鳞癣症模型等人类疾病动物模型[7]。该项目在后期
筛选过程获得一头血糖异常的种公猪（空腹血糖
FPG≥6.1 mmol·L-1），同一环境下的普通正常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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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猪的空腹血糖水平为 2.0～3.5 mmol·L-1。利用
这头种公猪，采取近亲交配的方式组建家系，目前
已繁育至 F 5 代[9-10]。在建系过程中本实验室获得了
一批糖尿病前期小型猪。本实验对培育的糖尿病前
期小型猪血脂异常和血流变指标的改变进行分析和
讨论，为实验小型猪作为理想的糖尿病模型提供数
据基础，从而更好的为糖尿病的防止和转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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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实验所用巴马小型猪均产东莞松山湖明珠实验
动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SCXK
（粤）2012-0030]。动物饲养于东莞松山湖明珠实
验动物科技有限公司普通环境，实验动物使用许可
证号：[SYXK（粤）2012-0123]。实验经东莞松山
湖明珠实验动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
委员会审批，遵循《广东省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指
南》和《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条例要
求。日粮按 4%体重的饲喂，自由饮水。
1.1 实验动物
从培育的高血糖家系中挑选出糖尿病前期小型
猪（5～6 月龄，雌雄各半）14 只作为糖尿病前期组，
血糖正常的 14 只（5～6 月龄，雌雄各半）作为正
常对照组。
1.2 实验方法
1.2.1 糖尿病前期小型猪的挑选 对高血糖家系内
56 只 5～6 月龄巴马小型猪随机编号后进行空腹和
糖耐量测定。挑选糖尿病前期小型猪标准：采取
WHO（1999 年）标准。
（1）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 ， FPG ） 受 损 指 空 腹 血 糖 6.1 ～ ＜ 7.0
mmol·L-1，且糖耐量实验 2 h 血糖 ＜7.8 mmol·L-1；
（2）糖耐量低减是指空腹血糖 ＜7.0 mmol·L-1，糖
耐量实验 2 h 血糖 7.8 ～＜11.1 mmol·L-1。结合小
型猪 4 月龄检测结果，两次检测结果均符合两者之
一者入选实验组，不符合条件选入对照组。实验组
和对照组分别筛选出 14 只猪后筛选实验截止。统一
喂食后，测 2 h 餐后血糖值。
1.2.2 糖耐量测定 检测前一天晚上 20:00 到当天
8:00 禁食不禁水，早上 8:00 常规称量动物体重。称
重后将动物置于保定吊床上，取前腔静脉血液用便
携式血糖仪进行血糖检测。动物固定且安静后，左
耳静脉以 1.2 mL·kg-1 体重剂量推注 50% 葡萄糖液，
在给糖前和给糖后 10 min、30 min、60 min 和 120
min，采集前腔静脉血液测血糖值[9,11]。
1.2.3 生化指标的测定 空腹采集动物前腔静脉血
液[9]，于离心机中 2 500 g 15 min 分离血清进行生化

指标检测。4 个项目分别为总胆固醇（TC）、甘油三
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H）、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H）。检测仪器为奥林巴斯
2 7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8-9]。
1.2.4 血小板参数、凝血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
测定 空腹采集动物前腔静脉血液 8 mL。其中，2
mL 全血置于乙二胺四乙酸二钾（EDTA-K2）采血
管中，采用 System XT-18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测定血小板参数；2 mL 全血置于枸橼酸钠试管，在
2 h 内用德国 BE-compact X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
凝血功能；4 mL 全血置于肝素钠采血管中，采用
PrecilLBY-N7500B 全自动血液流变学分析仪对血
液流变学指标进行检测。
1.2.5 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3.0 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士 s）表示 。
两组间比较用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空腹血糖测定结果
在体重、FPG、2 hPG 和胰岛素指标的检测中，
糖尿病前期组 FPG、2 hPG、的水平比正常组的显
著升高（P < 0.05）；两组体重和 INS 水平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体重、血糖和胰岛素检测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body weight , FPG , 2 hPG and INS indexes
糖尿病前期
正常组
指标
(n=14)
组(n=14)
Traits
Normal
Prediabetes
17.51±1.69 17.77±1.32
体重/kg Body weight
空腹血糖/ mmol·L-1FPG
-1

餐后 2 h 血糖/ mmolL 2 hPG
-1

胰岛素/μIU·mL INS

3.43±0.52**

6.42±0.65

3.39±0.56**

6.32±0.65

16.42±2.38

15.27±1.93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P < 0.05，**P < 0.01.

2.2 糖耐量测定结果
糖耐量实验结束后，两组动物血糖水平都快速
上升到 28 mmol·L-1 以上，后逐渐恢复，在 60 min
时基本恢复到空腹水平。糖尿病前期组在 60 min 时
血糖水平下降 3.84 mmol·L-1，120 min 时后恢复到
6.60 mmol·L-1 水平。糖尿病前期组的 FPG、30 min、
60 min 和 120 min 血糖水平与正常组相比显著性升
高（P < 0.05）。两组的 0 min 血糖水平和 10 min 血
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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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组比较，*P < 0.05，**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P < 0.05，**P < 0.01
图 1 静脉葡萄糖耐量实验结果
Figure 1 Results of intravenous glucose tolerance test
表 2 血脂四项检测结果
Mean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the Traits
糖尿病前期组
正常组
指标
(n=14)
(n=14)
Traits
Prediabetes
Normal
0.45±0.13
0.52±0.18
总胆固醇/mmol·L-1 TG

Table 2

甘油三酯/mmol·L-1 TC

1.96±0.33*

1.54±0.25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92±0.16**
0.81±0.11
/mmol·L-1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21±0.24**
0.81±0.22
/ mmol·L-1LDL-C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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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化指标的测定结果
两组生化指标比较结果见表 2。所测指标中 TC、
HDL-C 和 LDL-CH 实验组均高于正常组（P﹤0.05）
，
TG 前期组比正常组无明显差异。
2.4 血液流变学相关指标的测定结果
2.4.1 两组凝血功能四项指标比较 糖尿病前期组
与正常组凝血功能的四项指标比较见表 3。仅 APTT
时间出现延长，其他 3 项无明显差别。
表 3 凝血四项检测结果
Mean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the Traits
糖尿病前期组
正常组
凝血功能指标
(n=14)
(n=14)
Traits
Prediabetes
Normal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9.65±1.55*
8.52±0.39
时间/s APTT

Table 3

凝血酶时间/s TT

21.32±2.30

20.07±2.23

凝血酶原时间/s PT

12.04±1.52

11.67±1.38

5.84±4.20

7.34±4.81

-1

纤维蛋白原/g·L FIB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P < 0.01。
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P < 0.05，**P < 0.01.

2.4.2 两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糖尿病前期组与
正常组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比较结果见表 4。4 项指标
从统计学角度出发无明显差别。

表 4 正常组与糖尿病前期组凝血四项比较
Table 4 Mean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the Traits
血流变指标
糖尿病前期组(n=14)
Traits
Prediabetes
血浆粘度 plasma viscosity
1.56±0.14
全血粘度(低切) │10(1/S) whole blood viscosity low shear
10.36±1.62
全血粘度(高切) │150(1/S) whole blood viscosity high shear
5.10±0.86
全血粘度(中切) │60(1/S) whole blood viscosity middle shear
6.02±1.01

正常组(n=14)
Normal
1.52±0.16
9.64±0.79
4.72±0.33
5.61±0.37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P < 0.01。Note：Compared with the normal，*P < 0.05，**P < 0.01.

3

讨论与结论

我国小型猪品种资源丰富，所有品种均自然形
成，遗传稳定，具有广阔的模型开发前景[12]。实验
用广西巴马小型猪是王爱德教授等于 1987 年从原
产地引入广西巴马香猪 2 头公、14 头母到原广西
农学院（现广西大学）内培育而成，主要应用于心
血管病动物模型（心肌梗塞、缺血性心力衰竭模型）
、
[13]
糖尿病动物模型等 。因为实验小型猪在血液指
标、糖代谢和糖耐量实验反应等方面与人类存在较
大的相似度。因此，有学者建议小型猪糖尿病的判
定参照人类的糖尿病诊断标准[14]。同时有学者运用
巴马小型猪小型群体进行测量与筛选，结合人类的

糖尿病诊断标准，将空腹血糖 > 6.9 mmol·L-1，静
脉给糖后 2 h 血糖 > 8.2 mmol·L-1 确立为巴马小型
猪的糖尿病标准[9,15]。在连续多次的检测中，本实
验按照前者严格采取 WHO（1999 年）标准进行实
验分组。糖耐量实验又称葡萄糖耐量实验，是诊断
糖尿病的一种实验室检查方法。临床上多采用口服
葡萄进行糖耐量实验（OGTT），在前期实验中发现
小型猪在进行灌服葡萄糖很难保证全部葡萄糖灌入
猪体内，从而造成较大误差，所以在本次实验中采
取小型猪耳缘静脉给糖进行糖耐量测试（IVGTT）。
糖尿病前期是非糖尿病情况下的空腹高血糖状态，
又称为糖调节受损（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g,
IGR），处在正常人和糖尿病之间的可逆阶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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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受损（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IFG）和（或）
糖耐量低减（impaired fasting tolerance, IGT）两种
形式[16]。而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糖尿病前期组的 2 h
PG 均小于 7.8 mmol·L-1，糖耐量并未受损，所选小
型猪均属于空腹血糖受损型。
糖尿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它是
由遗传因素、免疫功能紊乱、微生物感染及其毒素、
自由基毒素和精神因素等各种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
导致胰岛素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而引起的糖、蛋
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征。
糖尿病在发病过程中血液成分会随糖尿病发展而改
变，因此常伴有血脂和血流变学改变[17]。糖尿病患
者血脂的改变主要表现为 CHOL、TG、HDL-CH 和
LDL-CH 等代谢紊乱。资料显示 2 型糖尿病患者常
出 现 TG 、 LDL-CH 的 增 高 以 及 HDL-CH 的 降
低[9,18-19]。本实验的血生化检测结果显示巴马小型猪
糖尿病前期除 TG 外 TC、HDL-CH 和 LDL-CH 都
高于正常组的水平，结果表明血脂水平出现紊乱，
这与糖尿病前期病人血脂出现异常表现结论类似，
提示糖尿病前期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
素[20]。但前期组与 2 型糖尿病血脂改变特点又不完
全相符。这可能是小型猪体内又与高血糖作用，导
致机体 LDL-CH 升高。而我国小型猪几千年以来均
作为肉用动物饲养，长期高能量饲养使得小型猪具
有强大的调节能量[16]，通过升高 HDL-CH 对体内多
出的 LDL-CH 进行清除，而 HDL-CH 和 LDL-CH
双重升高最终导致体内 TC 的升高。
随着糖尿病研究的进展，血液流变学异常对糖
尿病性微小血管病变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临床工作者
的重视。血液流变学异常在糖尿病性血管病变的发
生、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红细胞变形能力
降低和血液呈高黏状态，血液流动性减弱，造成组
织或器官缺血、缺氧、组织中酸性代谢产物增加，
引起酸中毒，使红细胞聚集进一步增强，导致局部
微循环灌注障碍，诱导微血栓形成，从而加速糖尿
病患者病情恶化[21]。本研究凝血各项指标中仅显示
APTT 时间延长，显示凝血功能不够稳定，但这与
糖尿病一般凝血指标结果不同，还需进一步研究。
血液流变学检测结果显示血浆粘度和全血粘度两组
无明显变化，可能与实验组小型猪血糖升高不显著，
或由于实验小型年龄偏小有关。不过从整体趋势看，
不管是血浆粘度还是全血粘度的低、高和中切看时
间均出现延长，是否出现血流变质变的改变可以在
后续研究中再次进行观察。
综上所述，小型猪在糖尿病前期已出现部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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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血脂和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改变。对糖尿病前
期患者进行血脂和血流变学监测，对预防和糖尿病
的转归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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