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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及铬络合物与糖尿病的关系研究进展

吴 扬，胡志和

(天津市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天津      300134)

摘   要：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胰岛素发挥降糖作用的必需元素。三价铬是葡萄糖耐受因子(GTF)的有

效活性成分，具有改善糖尿病人糖代谢的作用。有机铬吸收率高于无机铬吸收率，因此研究低毒、高生物活性的

铬络合物与糖尿病的关系对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国内外铬及铬络合物与糖尿病关系的研究

进展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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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mium is an essential trace element in human body. Meanwhile, it is the necessary element for the hypoglycemic

effects developed by insulin. Chromium (Ⅲ), as the effective element of 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has the function of ameliorating

glucose metabolism for diabetics. The absorptivity of organic chromium is higher than that of inorganic chromium. Therefor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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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由免疫、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引起的，

以高血糖及其引起的并发症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糖尿

病的发病机理主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不足以

及靶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所致。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糖

尿病的发病率猛增，已成为全球性疾病。据 W H O 统

计，2000 年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2.8%，约有 1.71 亿患者，

到 2030 年预计将增长到 4.4%，患病人数高达 3.66 亿[1]。

微量元素铬与胰岛素的合成、分泌及其在体内的含量关

系密切，因此微量元素铬在糖尿病诊断、治疗及预防

中有特殊的重要作用。铬是目前研究较多且结论较为一

致的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在糖尿病患者中这微量元素

含量明显降低[2-3]。三价铬在人体内可形成葡萄糖耐受因

子(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GTF)，协同胰岛素一起参

与人体糖和脂质代谢[4]。许多研究发现，人体缺铬会导

致糖代谢紊乱，胰岛素靶细胞的敏感性减弱、胰岛素

受体数目减少、亲和力降低，从而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而补铬后会改善这些相关表现[5]。本文就国内外铬及铬

络合物与糖尿病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1 铬

1.1 铬的发展史

自 1 7 9 7 年法国化学家 V a u p u e l 发现铬元素

(chromium，Cr) 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铬被认

为是有毒有害的元素，甚至是致癌物质。1955 年 Mertz
和 Schwarz 发现，在糖耐受已经遭到内源性破坏的大鼠

饮食中添加少量的猪肾粉或者啤酒酵母，可以恢复大鼠

的糖耐量损伤。1957 年 Mert 和 Schwarz 对猪肾粉进一步

研究发现猪肾粉中含有一种能够恢复大鼠糖耐量的物

质，将其称为葡萄糖耐受因子(GTF)，后经证实 GTF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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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铬的复合物。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从此对铬

的研究进入了营养和医学领域。但直到 1959 年才证实

GTF 的主要活性成分是 Cr3+。铬在人类营养中的研究始

于 1977 年；在动物营养中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

后；1 9 8 9 年铬被定为人体必需微量元素。

1.2 铬的理化特性

铬在元素周期表中属第一过渡系的Ⅵ B 族，原子序

数为 24，原子量为 51 .996 的银白色金属，质硬而脆。

铬常见的氧化态是 +2 、+3 和 +6 价铬，Cr2+ 是强还原

剂，在空气中不稳定，可被迅速氧化成 Cr3+，因此 Cr2+

在生物体内存在的可能性极小。Cr3+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

元素，人体内的铬几乎全是 Cr3+，Cr3+ 是最稳定的氧化

态，也是生物体内最常见的一种。它易于形成化学活

性极低的配位化合物，其配位化合物配价键是铬在一定

p H 值条件下溶解、吸收，发挥生理功能的先决条件，

在正常的糖代谢和脂代谢中具有重要的作用。Cr6+ 是一

种很强的氧化剂，主要与氧结合成铬酸盐和重铬酸盐，

而在酸性溶液中易被还原到 Cr 3+。

1.3 铬在人体内的含量、分布与吸收

人体铬含量甚微，正常成人体内含铬约 6mg 左右，

它主要经肠道吸收，其吸收率为 0.5% 左右。吸收到体内

的铬与血浆铁蛋白和清蛋白结合，主要分布在脾、肝、

肺、心、肾、肌肉及骨组织中，浓度为 0.1～0.5μg/L。

血铬是人体暴露于溶解性三价铬化合物的指标，可反映

近期膳食铬摄入量状况。人体组织的铬含量为血清铬的

10～100 倍。组织和脏器铬及其分配，可反映人体铬负

荷水平以及代谢贮留的特点。

铬的吸收与其化学形式密切相关，无机铬难以被吸

收，吸收率仅为 1%～3%，并且吸收率与日粮摄入量成

反比。S e e l e y 认为，有机铬较易被吸收，其吸收率为

10%～25%，而 GTF-Cr 最易吸收。Polansky 等的研究

表明，不同有机铬化合物的吸收率不同，且铬的吸收

与组织总铬含量均无关。目前，对铬的吸收部位和吸

收机理了解还较少。

1.4 铬与 GTF
1974 年，Mertz 首先报道分离出具有生物活性的

G T F，经分析含有铬、烟酸、谷氨酸、甘氨酸和半胱

氨酸，并推测具有生物活性的 GTF 结构是 2 分子烟酸，

以吡啶氮与铬(Ⅲ)反式配位，谷氨酸、甘氨酸和半胱氨

酸或以谷胱甘肽的形式占据其它四个平面上的位点。但

另有学者表明，烟酸只有在苛刻条件下才会以吡啶氮与

铬(Ⅲ)配位，通常烟酸上羧基更易与铬(Ⅲ)配位，并 GTF
为 2 分子烟酸、4 分子水与铬(Ⅲ)形成的络合物。目前，

GTF 的结构分析和分离提纯工作没有实质性突破，正如

Mertz 指出，这些都是 GTF 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铬的生理功能主要以 Cr3+ 的形式构成 GTF 协助胰岛

素作用，影响糖类、脂类、蛋白质和核酸的代谢，没

有铬，GTF 就无活性。GTF-Cr 天然存在于啤酒酵母、

肌肉、胡椒、燕麦粉等物质中，动物体内的 GTF-Cr 可
由无机铬转化而来，但转化率很低，且有的不能转化。

GTF 是维持动物血液中葡萄糖水平的一种物质，其作用

是增加动物的葡萄糖耐受量和增强胰岛的活性进而刺激

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这种增强作用可能是 GTF 通过调

节胰岛素与细胞膜胰岛素受体上的巯基形成二硫键，促

使胰岛素发挥作用，在铬的存在下，具有小剂量的胰

岛素即可发挥最大效应的生物学作用[6]。

2 铬的络合物

铬包括无机铬和有机铬两种形式。无机铬有

CrCl3·6H2O、Cr(SO4)3 等；有机铬有高铬酵母和络合

铬(如烟酸铬、蛋白铬、氨基酸铬和甲基吡啶铬)等。有

机铬吸收率比无机铬吸收率高，其有效性是无机铬的 10
倍以上，是一种有应用前景的铬补充物。目前国内外

对铬络合物的开发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对于铬营

养作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1 烟酸类铬

烟酸能够促进铬的吸收，烟酸铬(Ⅲ)作为有机铬能

有利于人和动物对铬的吸收。Conzalez-Vergara、Chang
等分别在 1982 年和 1983 年报道了多核氧桥联烟酸铬和烟

酸铬络合氨化合物以模拟 GTF，后者还探讨了其在中性

条件下的生理稳定性。Cooper 等在 1984 年报道了一种

烟酸铬，并用酵母分析系统证明了其生物活性。2 0 0 0
年，滕冰等报道了烟酸铬(Ⅲ)的制备，并对其结构、性

质与动物营养作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2 氨基酸类铬

甘氨酸被认为是 GTF 中的组成成分之一。1971 年，

Bryan 等报道了甘氨酸铬的合成。董国臣等合成了蛋氨

酸铬，蛋氨酸与 Cr3+ 生成的络合物可经小肠绒毛刷状缘

穿过肠壁，在小肠内通过“胞饮方式”被吸收，因

此蛋氨酸络合铬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作为一种新

型的营养强化剂，蛋氨酸铬把人体必需的蛋氨酸和微量

元素铬 C r 3 + 有机的结合起来，增强二者的协同作用。

2 0 0 0 年，滕冰等报道了甘氨酸铬、蛋氨酸铬的制备，

并对其结构、性质与动物营养作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06 年，王秀丽等[7]报道制备了首次采用畜产副产物猪

皮提取天然蛋白并分解为小肽，然后与 CrCl3 按一定比

例进行理化处理，喷雾干燥后制成胶原蛋白多肽 - 铬(Ⅲ)
螯合物(collagen peptide-chromium (Ⅲ) complex，CPCC)。
2.3 吡啶羧酸类铬

1982 年，Evans 报道吡啶羧酸能促进铬的吸收。吡

啶羧酸已经被证实是一种能改善铬利用的络合物，它是

由肾细胞和啤酒酵母中的色氨酸合成的，也存在于肠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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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和人乳中。因此，吡啶羧酸是一种天然配体，是色

氨酸的代谢产物，它有利于人体对铬的吸收和转运，被

确认为是发挥铬有效活性最有用的络合物。所以，在

成人糖尿病的治疗方面，吡啶羧酸铬已成为一种常见的

营养素。此外，200 2 年杨明辉等合成了一种新型含吡

啶大环西夫碱铬络配合物。

2.4 低分子量铬结合物质—— LMWCr
1988 年，Yamamoto 等[8]从牛初乳中得到了极少量

的低分子量铬结合物质(low molecular weight chromium
binding  subs tance，LMWCr)广泛地分布于肝、肾、

脾、肠、睾丸和大脑，是一种天然的寡肽，它由甘

氨酸、半胱氨酸、谷氨酸和天冬氨酸组成，据说以多

中心组配方式络 4 个同等价态的铬，铬中心为阴离子配

位体架构，以来自天冬氨酸和谷氨酸的羧酸残基为支

持。LMWCr 被认为是胰岛素信号放大机制中的一个环

节，其中的 apo- 形结构与铬络合被活化，使其移动进

入细胞，这种结合有利于胰岛素受体酪氨酸激酶活性结

构的稳定。由于它的结构和功能与钙调蛋白比较相似，

故称为铬调蛋白。

LMWCr 的发现及研究引起了科学家对含羧酸多核

氧桥联三价格合成的兴趣。1997 年，Davis 等发现人工

合成的多核铬化合物即化合物Ⅰ具有胰岛素受体激酶相

类似的活性，可以激活 L M W C r。
2.5 其他类络合铬

2000 年，赵晓华等合成了加铬复合纤维(AFC-Cr)；
丁文军等将 Cr3+ 与 DNA、蛋白质以及小分子如谷胱甘肽

的配体物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络合物。200 1 年，汪

成等制取了葡萄糖酸铬，收率为 80%～85%，纯度 98%
以上，是一种无嗅、淡紫色晶性粉末，易溶于水(水溶

液为紫色)，不溶于乙醇和乙醚等有机溶剂。20 03 年，

陈秀敏等报道制备魔芋葡甘露寡糖铬(Ⅲ)络合物，研究

络合物的理化性质及生物活性，证明是羟基与铬的空轨

道形成配合物。2006 年，王翀等[9]报道了制备富铬酵母

蛋白质，通过红外光谱法测定了富铬前、后的酵母蛋

白质，对比发现富集转化后，生物材料蛋白质特征峰

发生显著变化，证实了铬与蛋白质的结合，并讨论了

可能的结合方式。2007 年，邓毅等[10]报道制备黄芪多

糖的铬络合物，并用 IR、UV 手段初步表征了络合物的

形 成 。

3 铬及铬络合物与糖尿病的关系

临床研究表明，补铬对治疗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包
括Ⅰ型糖尿病、Ⅱ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类固醇引

起的糖尿病等)均有效[11]。Vladeva 等[12]发现铬可以缓解

Ⅱ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抵抗；Jovanovic 等[13]提出补

充吡啶羧酸铬可作为妊娠糖尿病妇女的辅助治疗；

Ravina 等[14]发现铬不仅可以治疗Ⅰ型糖尿病，而且对类

固醇引起的糖尿病也有效。铬作为 GTF 的活性成分协同

胰岛素发挥作用，对糖、脂肪、蛋白质和核酸的代谢

起着重要作用。铬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

认证，补充铬已成为对糖尿病患者适宜的营养干预措

施 。

3.1 铬治疗糖尿的作用机制

铬治疗糖尿病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还不明确，一些

研究显示铬是通过增强胰岛素的作用来促进葡萄糖转运

的，起着类似胰岛素增敏剂的作用。Sreekanth 等[15]报

道了铬与胰岛素相互作用分子基础的研究，为了解铬活

性作用的分子基础，采用光谱法和晶体分析法研究了胰

岛素和手性 Cr3+ 的结合位点，表明了 Insulin-CrSalen 的

Cr3+ 结合位点是 Glu-B21。Cefalu 等[16]报道了给有胰岛素

抵抗的 JCR-LA Corpulent 大鼠补充吡啶羧酸铬后发现，

JCR-LA Corpulent大鼠骨骼肌细胞膜上葡萄糖转运体蛋白

4(GLUT-4)的表达量显著增加，但总 GLUT-4 的含量没有

显著变化，这表明吡啶羧酸铬可促进 GLUT-4 从胞质转

移到胞膜，从而转运更多的葡萄糖。Shindea 等[11]研究

表明，单独使用铬化合物并不能促进葡萄糖的转运，但

在有胰岛素存在的情况下，铬化合物则可显著促进骨骼

肌细胞的葡萄糖转运，比单独只有胰岛素作用时有明显

增加。还有研究[17-18]表明，铬化合物可以增加胰岛素受

体(IR)的数量和活性，可以使胰岛素信号通路中蛋白激

酶 B 的磷酸化增强，但对胰岛素受体底物(IRS)并没有使

其磷酸化表达增强的作用。Wang 等[19]研究认为三价铬

能增加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O-IR 细胞)的胰岛素受体的

酪氨酸磷酸化，但对抑制酪氨酸磷酸化的蛋白酪氨酸磷

酸酯酶 1B(PTP1B)和细胞膜上的蛋白酪氨酸磷酸酶(PTPs)
并未表现出抑制作用。Chen 等[20]研究认为吡啶羧酸铬可

以增强胰岛素刺激后的 GLUT-4 转位，但机制却与胰岛

素信号通路无关，而是与吡啶羧酸铬降低细胞膜胆固醇

的含量有关。Jain 等[21]在高糖刺激的红细胞模型上研究

发现三价铬可通过抑制蛋白的糖基化及脂质的过氧化而

改善胰岛素抵抗。

3.2 铬与糖代谢、糖尿病的关系

铬与糖代谢密切相关，铬(Ⅲ)具有明显的改善糖代

谢作用。Anderson 认为，铬的这一作用是通过胰岛素

来完成的，铬通过形成 GTF 的活性部分协同胰岛素发挥

作用。Anderson 还认为，血中铬与胰岛素含量呈平行

关系，血清缺铬时，胰岛素内铬也减少，并导致糖耐

量受损，组织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严重时出现尿

糖和高血糖 [ 1 ]。

铬对糖代谢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一是通过

激活胰岛素与细胞膜间的二硫键从而提高胰岛素与特异

性受体结合而发挥作用；二是铬提高了细胞表面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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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的数量从而增强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三是铬可

以提高机体糖原合成酶的活性，从而提高糖原合成作

用，抑制糖异生。

铬还可作用于葡萄糖代谢中的磷酸变位酶和琥珀酸

脱氢酶，增加糖的利用；促进葡萄糖转运体(GLUT)-4
mRNA 的表达，增加葡萄糖转运[22 ]。铬虽然促进胰岛

素的活性，但并不能取代胰岛素。胰岛素在体内发挥

作用时需要铬的参与，而 GTF 也只能在胰岛素存在的情

况下，才能发挥生化效应。近年来 Vincent 等研究发现

LMWCr 可激活胰岛素受体激酶，在胰岛素存在的情况

下，L M W C r 可刺激激酶活性增加 8 倍，如将铬从

LMWCr 中分离，则其增加酶活性的作用消失。Davis
等[18]研究表明 LMWCr 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可以在不增

加胰岛素浓度的前提下，提升胰岛素的活性，提示

LMWCr 在胰岛素敏感细胞具有胰岛素信号放大作用。

铬也可抑制磷酸化酪氨酸磷酸酶(PTP-1)，该酶可减除胰

岛素受体的活性。铬对胰岛素受体激酶的激活作用和对

胰岛素受体酪氨酸磷酸酯酶的抑制作用导致胰岛素受体

的磷酸化作用增加及胰岛素敏感性增强[1]。铬对机体的

酶和辅助因子也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 McCarty[23]发

现，GTF 有控制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增加肌体肝细胞葡萄

糖激酶和作用于辅酶 Q 与亚油酸结合的功能。

铬作为人体必需微量元素，与糖尿病之间具有高度

相关性。铬作为 GTF 的有效活性组分，是胰岛素发挥

降糖作用必需的元素。微量元素铬有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的趋势且与糖尿病关系密切 [ 2 4 ]。许多研究发现，人体

缺铬会导致糖代谢紊乱，胰岛素靶细胞的敏感性减弱、

胰岛素受体数目减少、亲和力降低，从而导致糖尿病

的发生，而补充三价铬后会改善这些相关表现 [ 5 ]。

2005 年，孔令芳[25]以Ⅱ型糖尿病人为研究对象，发

现糖尿病人血铬比正常人显著降低，并且在糖尿病组中

血铬降低的病人占据大多数，血铬降低的病人胰岛素抵

抗指数也比血铬正常的糖尿病人明显增高。由此可见，

血铬含量与胰岛素抵抗负相关。2004 年，黄汉明等[26]

报道Ⅱ型糖尿病患者发铬也显著低于正常。多数学者建

议对糖尿病患者补铬。Lamson 等[27]发现，补充铬对健

康人的血糖、血脂及胰岛素抵抗均有益处，对Ⅱ型糖

尿病患者血糖更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并呈现剂量依赖

性。近年来，国外已有一些研究证明三价铬可以作为

Ⅱ型糖尿病辅助治疗中的一种必需微量元素。

3.3 补铬在治疗糖尿病方面的研究进展

3.3.1 无机铬及其复合物

Shinde 等[28]在给Ⅱ型糖尿病大鼠喂食 6w 的氯化铬之

后，大鼠的血糖发生了明显下降；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

120min 后的血糖曲线下面积也明显变小。但氯化铬却不能

使血清胰岛素水平和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 120min 后的胰岛

素曲线下面积发生明显变化。2003 年，李正刚等报道了采

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观察口服无机铬复合物(Cr3+10 μ g/kg·
d)对实验性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的影响。实验结果显

示：无机铬复合物具有降低实验性糖尿病小鼠血糖的作

用，而且效果明显。无机铬复合物可能增强胰岛素的

敏感性，减少肝糖原分解，使肝糖输出减少，减轻肝

脏的胰岛素抵抗，使血糖浓度下降。

3.3.2 烟酸类铬

1995 年，Kegley 等报道了补充烟酸铬进行的人体实

验研究，与 CrCl3 和高铬酵母相比可维持较高的胰岛素

水平。200 2 年，金政等利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观察了口

服烟酸铬的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实验结果表明：烟酸

铬对实验性糖尿病小鼠有降血糖作用，并且对受损的胰

岛及β细胞形态结构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3.3.3 氨基酸类铬

董国臣等合成了蛋氨酸铬，临床研究表明：在分

别配合磺酰尿类、双胍类和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等同时使

用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患者有较理想的治疗效果。2002
年，金政等利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观察了口服谷氨酸铬对

实验性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及肝糖原含量的影响。实验

结果表明：谷氨酸铬对实验性糖尿病小鼠具有降糖作

用，并可促进肝糖原的合成。200 6 年，刘安军等报道

了胶原蛋白多肽 - 铬(Ⅲ)螯合物对四氧嘧啶诱发小鼠糖尿

病的保护作用，实验结果表明：胶原蛋白多肽 - 铬(Ⅲ)
螯合物显著降低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胆

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水平，说明其对四氧嘧啶诱发的糖尿病小鼠的保护

作用。2005 年，Yang 等报道了对葡萄糖耐量受损的肥

胖型小鼠补充苯丙氨酸铬，150μg/kg·d，6w 后小鼠

的胰岛素敏感性有所增强，血糖得到了控制，并且无

毒副作用。

3.3.4 吡啶羧酸类铬

在有机三价铬的多种化合物中，吡啶羧酸铬的吸收

率是最高的，大约为 3 5 %。它的稳定性强，且是脂溶

性的，可顺利通过细胞膜直接作用于组织细胞，因而

是目前最易被人体吸收的有机铬[27]。Martin 等[29]报道了

对Ⅱ型糖尿病患者补充吡啶羧酸铬(1000μg/d)，结果表

明受试者的胰岛素活性有所增强。Anderson 等[30]报道了

采用双盲对照法，给 180 例Ⅱ型糖尿病患者在不干预正

常抗糖尿病药物治疗、不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情况

下，连续服用 4 个月的吡啶羧酸铬。结果显示：多数

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空腹血清胰岛素、餐

后 2h 血清胰岛素均比对照组有显著下降，且糖化血红

蛋白、血清胆固醇等生化指标也发生了显著降低，该

报道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Ravina 等[14]报道了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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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48 例Ⅰ型糖尿病患者和 114 例Ⅱ型糖尿病患者)的
临床试验，得出结论：连续服用 10d 的吡啶羧酸铬能降

低Ⅰ型糖尿病患者大约 30% 的胰岛素用量。71% 的Ⅰ型

糖尿病患者对补充三价铬有效，这与Ⅱ型糖尿病患者

74% 的有效率相似。Jovanovic 等[13]报道了对妊娠糖尿病

妇女实行随机补充吡啶羧酸铬的研究，实验结果显示：

妊娠糖尿病补充铬可改善糖耐量和降低高胰岛素血症，

补充吡啶羧酸铬可作为妊娠糖尿病妇女的辅助疗法。

Kim等[31]给SD大鼠静脉注射 7d的地塞米松造成大鼠糖尿

病模型，之后连续 14d 给大鼠同时喂食吡啶羧酸铬，结

果显示了补充吡啶羧酸铬的大鼠，与糖、脂质代谢有

关的数项指标都有显著性降低。Sahina 等[32]报道了对肥

胖型，链尿佐菌素诱导的Ⅱ型糖尿病模型大鼠补充吡啶

羧酸铬，10w 后糖代谢有明显改善，且胰岛素的敏感性

有所增强，体内并无肝毒性和肾毒性的影响。2002 年，

杨明辉等合成了一种新型含吡啶大环西夫碱铬络合物，

研究结果显示：该物质在浓度为 100μmol/L 时对蛋白质

酪氨酸磷酸酯酶的抑制率为 25.3%。而蛋白质酪氨酸磷

酸酯酶在体内对胰岛素有调节作用，因此该铬络合物可

能对糖尿病和肥胖具有一定的治疗前景。

3.3.5 富铬酵母

1994 年，于雪梅以按 WHO 的空腹血糖标准诊断的

60 例Ⅱ糖尿病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富铬

酵母，对照组给予普通酵母，治疗 1 2 w 后，富铬酵母

组空腹血糖显著降低，餐后血糖降低，空腹和餐后的

胰岛素和 C 肽水平均降低，并且糖化血红蛋白和果糖胺

均显著降低，说明糖尿病人补铬具有改善糖代谢的效

果。Guan 等[33]的动物实验表明，富铬酵母不仅可以提

高胰岛素敏感程度，且可减弱 C 肽对胰岛素分泌的抑制

作用，最终提高机体葡萄糖耐量。奚清丽等[34]报道了铬

酵母对四氧嘧啶诱导的实验性糖尿病小鼠血糖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空腹血糖水平和血

糖曲线下面积明显降低，饮水量及食量有所降低，且

体重增长加快，说明糖尿病小鼠的代谢状况有所改善。

证明有机铬对实验性糖尿病大鼠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

且具有一定的剂量效应关系。

3.3.6 其他类络合铬

2000 年，赵晓华等报道了加铬复合纤维(AFC-Cr)对
Ⅱ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抵抗(IR)进行观测，与糖尿病组

相比，加铬重组复合纤维可明显改善糖耐量、降低血

清果糖胺、提高胰岛素敏感指数(ISI)。文香兰等报道了

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观察了口服葡萄糖酸铬四氧嘧啶所致

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实验结果显示：葡萄糖酸铬有显

著的降糖作用。2002 年，张磊等[35]报道了海藻多糖铬

络合物(SPC)对四氧嘧啶所诱导的实验性大、小鼠模型。

实验结果显示：SPC 预防性给药各剂量组均能显著抑制

四氧嘧啶所致大、小鼠血糖升高，提示其具有预防四

氧嘧啶引起的血糖升高作用，对预防血糖的升高有重要

作用。2003 年，陈秀敏等[36]报道了魔芋葡甘露寡糖铬

(Ⅲ)络合物中铬的吸收率及其对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小鼠的

葡萄糖耐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该络合物是一种不同于

魔芋葡甘露寡糖的化合物；高剂量组的血清铬含量高于

空白对照组 34%(p ＜ 0.05)，表明络合物中的铬易于被吸

收利用；高剂量的魔芋葡甘露寡糖铬络合物具有增强糖

尿病小鼠葡萄糖耐量的作用(p ＜ 0.01)。魔芋葡甘露寡糖

铬络合物中的铬能被小鼠吸收利用，且具有一定的调节

血糖作用。2007 年，邓毅等等[37]报道了黄芪多糖及其

铬络合物对链脲佐菌素致高血糖小鼠模型的降血糖作

用。实验显示：黄芪多糖铬络合物具有比黄芪多糖更强

的降糖效果。

近年来的众多实验研究已经表明，补铬对治疗不同

类型的糖尿病均有效。有实验表明，有机三价铬对糖

尿病代谢异常的改善作用比无机三价铬大。但也有个别

报道，补铬对控制糖尿病没有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所

用的补铬剂量太低，对糖尿病患者起不到作用，尤其

是使用吸收率低的补铬形式更无效果。Anderson 等报

道了每天给糖尿病患者补充铬 250μg，持续 11 个月血糖

水平却无改变。在一个为期 6 个月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中，Nanne 等[38]就发现大剂量铬治疗对肥胖的Ⅱ型糖尿

病患者效果并不明显。糖尿病人糖耐量异常的原因除了

铬缺乏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铬是一种营养物而不是

治疗品，只有那些糖代谢功能有损害且与铬有关的人才

会对补充铬有反应。因此补充铬提供了一种治疗糖尿病

的新思路，但却并非唯一选择。

4 展  望

糖尿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大疾病，且发病率逐年

上升，目前糖尿病机理尚未阐明。铬是人类必需的微

量元素，铬可以通过提高糖耐量、增强胰岛素功能、

降低血脂或通过作用于体内的一些酶来达到对糖尿病的

治疗。目前，铬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

认证，补铬已经成为一种对糖尿病患者的营养干预措

施。又因为人体对无机铬吸收率极低，有机铬吸收率

高，所以今后对低毒、高生物活性的新型铬络合物的

研制与开发将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途径，具有

广阔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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