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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高糖饮食结合链脲佐菌素建立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大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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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特点—
高糖高脂饲料联合小剂量链脲佐菌素可以成
功建立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大鼠模型；
从形态学、组织学、影像学等几方面可以确
定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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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diabetic osteoporosis，DOP)：是一种退行性、全身性、代谢性疾病，为糖尿病在骨骼系统的常见慢性并发症之一，因胰
岛素缺乏或胰岛素抵抗引起骨代谢及钙磷代谢紊乱，导致单位体积内骨量减少、骨组织微结构改变、骨强度减低、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
链脲佐菌素(Streptozotocin，STZ)：是从无色链霉菌中提取的一种广谱抗生素，具有抗菌、抗肿瘤的作用，本质是一种氨基葡萄糖-亚硝基
脲。由于其对动物胰岛β细胞具有特异性的毒性作用，被广泛用于1型和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制备。
摘要
背景：单纯给予高脂高糖饮食诱导建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模型时间较长，费用高，成模稳定性较差。化学药物链脲佐菌素诱导法就被作为
研究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动物模型建立的最常用方法之一，目前对于该疾病模型的鉴定报道较少。
目的：建立大鼠2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模型，并对建立的2型糖尿病大鼠骨质疏松动物模型进行鉴定。
方法：选择7周龄雄性 SD 大鼠32只，根据体质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16只)和模型组(16只)，模型组采用高脂高糖饲料喂
养4周，并且按35 mg/kg一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诱导成为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模型；对照组采用普通饲料喂养4周，并且按10 mL/kg
腹腔注射等剂量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从形态学、组织学、影像学等几方面对两组大鼠进行研究。实验方案经西南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伦
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与结论：①模型组16只大鼠成模12只，成模率75%；②与对照组大鼠比较，模型组大鼠在注射链脲佐菌素后，体质量呈现出先下降、
后稍回升的趋势；大鼠表现出多饮、多尿、多食等糖尿病症状；空腹血糖明显升高(P < 0.05)，并呈持续状态；股骨组织学切片可见骨小梁
稀疏；胫骨Micro-CT扫描及三维重建显示大鼠骨体积分数及骨小梁数量显著降低，骨小梁分离度显著升高，出现明显骨质疏松影像；③结
果可说明，选取的7周龄SD大鼠在高糖高脂饲料喂养 4 周基础上，联合采用小剂量链脲佐菌素(35 mg/kg)，可以成功建立2 型糖尿病性骨质
疏松症大鼠模型。从形态学、组织学、影像学等几方面可以确定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模型的建立。
关键词：骨；骨质疏松；糖尿病；链脲佐菌素；Micro-CT；模型；大鼠

High fat and high sugar diet combined with streptozotocin to establish a rat model of type 2 diabetic
osteoporosis
Tang Hui1, Yao Zhihao1, Luo Daowen1, Peng Shuanglin2, Yang Shuanglin2, Wang Lang2, Xiao Jingang1, 2, 3
1
School of Stomatology,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2Oral and Maxillofacial Re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Laboratory,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3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Tang Hui, Master candidate, School of Stomatology,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Xiao Jingang, MD, Professor, School of Stomatology,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Oral and
Maxillofacial Re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Laboratory,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1

2

3

西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四川省泸州市 646000； 西南医科大学口颌面修复重建和再生实验室，四川省泸州市 64600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四川省泸州市 646000
第一作者：唐辉，男，1992 年生，重庆市人，西南医科大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口腔颌面外科临床与基础研究。
通讯作者：肖金刚，博士，教授，西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四川省泸州市 646000；西南医科大学口颌面修复重建和再生实验室，四川省泸州
市 646000；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四川省泸州市 646000
https://orcid.org/0000-0003-1657-8571( 唐辉 )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870746，81371125)，项目负责人：肖金刚
引用本文：唐辉，姚志浩，罗道文，彭双麟，杨双林，王浪，肖金刚 . 高脂高糖饮食结合链脲佐菌素建立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
症大鼠模型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21，25(8):1207-1211.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8｜March 2021｜1207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
BACKGROUND: A high-fat and high-sugar diet to induce a diabetic osteoporosis model is time-consuming, with high cost and poor model stability. Induction
by streptozotoci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to establish an animal model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disease model.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rat model of type 2 diabetic osteoporosis rat models, and to identify the animal model established.
METHODS: Thirty-two male 7-week-old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normal control group (n=16) and a model group (n=16)
according to their body mass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model group was fed with high-fat and high-sugar diet for 4 weeks, and a small dose
of streptozotocin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at 35 mg/kg to induce a type 2 diabetic osteoporosis model;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was fed with normal
maintenance feed for 4 weeks, and an equal dose of 10 mL/kg citric acid-sodium citrate buffer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Two groups of rats were studied
from the aspects of morphology, histology and imaging. An approval wa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 Experimental Ethics Committee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re were 16 rats in the model group, 12 rats were modeled, and the modeling rate was 75%.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in the model group, the body mass of rats showed a gradual downward trend and a slightly upward trend after the injection of streptozotocin.
These rats presented symptoms of diabetes, such as polydipsia, polyuria and polyphagia. Fasting blood glucose leve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and
showed a continuous state. The histological section showed that the trabecular bone was sparsely distributed. Imag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one volume
fraction and the number of trabeculae in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separation of trabecular bon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osteoporosis. To conclude, the 7-week-old Sprague-Dawley rats which are fed with high-sugar and high-fat diet for 4 weeks can be given low-dose
streptozotocin (35 mg/kg) to successfully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 of type 2 diabetic osteoporosis. From the aspects of morphology, histology, imaging,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diabetic osteoporosis model can be 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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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870746 and 81371125 (both to XJG)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Tang H, Yao ZH, Luo DW, Peng SL, Yang SL, Wang L, Xiao JG. High fat and high sugar diet combined with streptozotocin to
establish a rat model of type 2 diabetic osteoporosi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8):1207-1211.

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全世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口腔医学院口颌面修复重建与再生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不断提高，人们饮食结构的不断变化，生活节奏的持续加快

1.3.1 实验动物 7 周龄雄性 SD 大鼠 32 只，体质量 (238±12) g，

及多坐少动的日常习惯等诸多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行为，导致

购于西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号：
SCXK( 川 )2018-17。大鼠自由摄食、摄水，饲养室室温 (22±2)℃，

全球糖尿病的患病率迅速增长。糖尿病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
性的卫生问题。

湿度 48%，昼夜 12 h。
1.3.2 实验用主要饲料、药品、试剂和仪器

糖尿病是一种与体内代谢相关的全身性疾病，患者中以
2 型糖尿病为主。骨质疏松症是一种系统性的骨骼疾病，其

高脂高糖饲料
[ 开源动物饲料 ( 常州 ) 有限公司 ]；链脲佐菌素 ( 美国 Sigma

主要以骨质量减低、骨细微结构破坏、骨强度降低及骨质风

公司 )；柠檬酸 - 柠檬酸钠缓冲液 ( 美国雅培公司 )；苏木精 伊红 (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血糖仪及血糖试纸 ( 德

[1]

险升高为特点 。在临床中，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症既是两种
[2]

者就认为糖尿病与骨质疏松有关，1948 年有学者发现糖尿病

国罗氏诊断公司 )；电子天平 ( 上海速展计量仪器有限公司 )；
光学显微镜 (Olympus BX51，日本 )；石蜡切片机 (Leica，德国 )；

与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相关，并首次提出糖尿病骨减少的概

Micro-CT(Scanco viva40，瑞士 )。

相对独立的慢性疾病，但又不可分割 。半个多世纪前有学

念

[3]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属于继发性骨质疏松，是糖尿病在

骨骼系统中出现的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目前，2 型糖尿病
已确认是引起骨骼损伤及骨脆性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

[4-7]

。

1.4 实验方法
1.4.1 实验分组 将 32 只大鼠测量体质量，根据体质量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模型组与对照组，每组 16 只，每组

近年来，国内外的调查结果显示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的发病率
[8-9]
[9]
约占糖尿病患者的 50% 以上 ，国内李贵英等 报告能占

大鼠随机分为 4 笼，每笼各 4 只。
1.4.2 建立大鼠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模型

55.9%，其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并发症，且有逐年增高趋势。

脂高糖饲料，对照组给予普通饲料，喂养 4 周。
(1) 配制链脲佐菌素 (STZ)：首先配置 0.1 mmol/L 柠檬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高致残率明

模型组给予高

[10-11]

。 酸缓冲液：将柠檬酸与柠檬酸钠分别 2.0 g 与 2.94 g 各溶
动物模型的建立对进一步明确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的 解 于 100 mL 生 理 盐 水 中， 使 其 浓 度 为 0.1 mmol/L， 各 取

显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带来极大的社会经济负担

特点及机制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大鼠糖尿病性骨

75 mL，充分混合后测定 pH 值，调节 pH，保持 pH 值为 4.2，

质疏松症模型的建立，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建模方法，并

保存于 4 ℃冰箱待用，临用前将链脲佐菌素溶解在已配置
0.1 mmol/L 柠檬酸缓冲液中，形成浓度为 0.3% 链脲佐菌素

且对建造的模型未进行深入的相关鉴定研究。因此，此次实
验旨在通过建造大鼠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模型，并对该模型进
行相关鉴定，为后期进一步明确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的特点

溶液，配置后使用锡箔纸进行遮光保护。
(2) 给药方式：两组大鼠均禁食 12 h，模型组大鼠行一

及机制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为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

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 (35 mg/kg，注射 1 次 )，链脲佐菌

患者的骨组织工程研究奠定相关的实验基础。

素在使用前配置，使用过程中用锡箔纸进行遮光保护。对
照组给予柠檬酸 - 柠檬酸钠缓冲液 (10 mL/kg) 一次性腹腔注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射。注射后将大鼠放置回原笼中正常饲养，适宜条件下 ( 室
温 20-25 ℃、相对湿度 60%-80%) 自由饮水、摄食，常规喂

1.1 设计 建立动物模型。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1 至 10 月在西南医科大学
1208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8期｜2021年3月

养 ( 给予普通饲料 )。

描的层数 1 200 层。用三维重建处理对两组大鼠胫骨骨体积分
数 (BV/TV)、骨小梁数量 (Tb.N)、骨小梁分离度 (Tb.Sp) 进行检测。

实验动物造模过程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建立大鼠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模型

借鉴已有标准实施 高脂高糖饮食结合链脲佐菌素建立大鼠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
动物造模：

松模型

研究问题需要改进 快速建立一个稳定的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模型对深入研究糖尿
动物模型方法及意 病性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至关重要。单纯给予高
义：

脂高糖饮食诱导建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症模型时间较长，费
用高，成模稳定性较差

动物来源及品系： 雄性 SD 大鼠购于西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实验动物中心
造模技术描述：

模型组大鼠处理：
(1) 给予高脂高糖饲料，喂养 4 周；
(2) 大鼠禁食 12 h，行一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 (35 mg/kg)，

1.4.8 股骨组织学分析 采用 PBS 多次充分清洗固定后的大鼠
股骨组织，清洗后放入 4 ℃ 10%EDTA(pH 8.0) 的溶液中，进行
脱钙。20 d 后，待骨组织脱钙完全，常规用乙醇进行梯度脱水、
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连续纵行组织切片，厚 5 μm，制备切片，
进行 Masson 染色及苏木精 - 伊红染色，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两组大鼠骨组织结构。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两组大鼠造模前后体质量及空腹血糖
水平；②胰岛组织切片观察结果；③大鼠胫骨 Micro-CT 扫描
结果；④股骨组织切片分析结果。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7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收集每次

造模主要诱导用药： 链脲佐菌素

测量体质量及血糖的数据，将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其
中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描述以 x±s 表示，正

动物数量及分组方 根据大鼠体质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模型组和对照组，

态分布采用两样本的 t 检验，若方差不齐采用 t 检验，非正

链脲佐菌素在使用前配置，使用过程中用锡箔纸进行遮光保护

法：

每组 16 只

造模成功评价指

于注射链脲佐菌素后 3，7，10，14，21 d 测量大鼠空腹血糖，

态分布数据者采用秩和检验。其余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计算结果以 x±s 形式表示，检验水准取值 0.05(α=0.05)，P < 0.05

连续 3 次测得空腹血糖均≥ 16.7 mmol/L，则为糖尿病造模成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标：

功

[11-12]

造模后实验观察指 ①两组大鼠造模前后体质量及空腹血糖水平；②胰岛组织苏
标：

木精伊红染色结果；③大鼠胫骨 Micro-CT 扫描结果；④股骨
组织切片分析结果

造模后动物处理： 造模前及造模后 3，7，10，14，21 d 空腹状态下测量大鼠体
质量及血糖值；于注射链脲佐菌素 8 周后，过量麻醉处死大鼠，
取大鼠胰岛组织、双侧股骨及胫骨，进行相关指标检测
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方案经西南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2 结果 Results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对照组 16 只进入结果分析，模型
组造模成功 12 只进入结果分析。
2.2 两组大鼠一般状况 对照组大鼠在注射柠檬酸 - 柠檬酸
钠缓冲液后生长良好，体质量逐渐增加，毛发整齐光亮，精
神状态良好，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并且无其他症状的
出现。模型组大鼠在注射链脲佐菌素后，每日食量、饮水量

1.4.3 生命体征观察 造模前及造模后每日对模型组和对照

及尿量明显逐渐增加，体型逐渐消瘦，精神不振，反应及活

组大鼠的生命体征及一般状况进行观察比较，主要观察大鼠

动明显迟钝，毛发明显蓬散杂乱，大鼠逐渐表现为三多一少

的食量、尿量、毛发、精神状态等指标，观察并记录。
1.4.4 大鼠尾静脉血糖及体质量测量 测量时保证大鼠在安

的糖尿病症状。
2.3 造模前后两组大鼠体质量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大鼠体质量明显降低 (P < 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见表 1。

静、温暖、通风、熟悉的环境下实施，给药前及给药后 3，
7，10，14，21 d，在空腹状态下测体质量及剪尾取血，测
其血糖值，每次每一只均测量 3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最
终结果并纪录统计，每次测量前后对大鼠尾部均采用碘伏
进行消毒。
1.4.5 糖尿病成功检测标准 模型组大鼠一次性左下腹腔注
射链脲佐菌素 (35 mg/kg) 后，于 3，7，10，14，21 d 后测量
大鼠空腹血糖，连续 3 次测得空腹血糖均≥ 16.7 mmol/L，
[11-12]

则为糖尿病造模成功
。
1.4.6 胰岛组织切片观察 在分别注射链脲佐菌素和柠檬
酸 - 柠檬酸钠缓冲液 8 周后，采用注射过量 1% 戊巴比妥
(40 mg/kg) 麻醉药物法处死大鼠。分别解剖出两组大鼠胰
岛组织，并将其固定于 40 g/L 多聚甲醛溶液中，然后均制
备苏木精 - 伊红染色切片。
1.4.7 胫骨 Micro-CT 分析 给药 8 周后处死大鼠，在无菌条
件下解剖胰岛组织时，同时取下大鼠双侧股骨及胫骨，剔除
股骨及胫骨表面肌肉及骨膜，迅速放入新鲜配制的 40 g/L 多聚
甲醛固定液中进行固定，4 ℃固定 24 h 后取出；采用 Micro-CT
机扫描胫骨干骺端，观察骨组织结构。扫描条件为：电压
80 kV； 电流 500 μA；分辨率 10.5 μm，曝光时间 200 ms，扫

-±s，g)
(x
表 1 ｜造模前后两组大鼠体质量比较
Table 1 ｜ Comparison of the body mass of rats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modeling
时间

对照组 (n=16)

模型组 (n=12)

注射前
注射后 3 d
注射后 7 d
注射后 10 d
注射后 14 d
注射后 21 d

328.2.2±20.2
330.7±20.2
334.7±18.7
339.9±18.0
343.8±17.8
355.3±20.4

336.0±27.3
320.92±21.9a
315.02±20.8a
310.22±24.6a
327.5±20.7a
338.5±21.3a

a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2.4 两组大鼠空腹血糖水平

与对照组大鼠空腹血糖相比
较，模型组大鼠空腹血糖在注射链脲佐菌素后明显升高 (P <
0.001)，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见表 2。
2.5 胰岛组织切片观察 造模后 8 周两组大鼠胰岛组织切片
木精 - 伊红染色见图 1。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胰岛细胞明
显稀疏。
2.6 Micro-CT 检测结果 造模后 8 周两组大鼠胫骨 Micro-CT
扫描及三维重建见图 2,3。对照组大鼠骨组织皮质骨均匀，
骨小梁较为致密；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皮质骨增厚，骨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8｜March 2021｜1209

研究原著
髓腔明显增大，骨小梁断裂并且稀疏。
2.7 股骨组织切片分析结果 造模 8 周两组大鼠股骨苏木精 -

对照组 (n=16)

模型组 (n=12)

注射前
注射后 3 d
注射后 7 d
注射后 10 d
注射后 14 d
注射后 21 d

4.6±0.4
4.7±0.2
4.7±0.2
4.8±0.2
4.7±0.3
4.9±0.2

4.7±0.47
23.0±4.4a
19.4±3.3a
19.3±3.3a
20.1±4.1a
19.1±3.2a

0.6
0.4
0.2
0
对照组

a

表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 < 0.05

模型组

6
4
2
0
对照组

模型组

a

0.5
骨小梁分离度 (mm)

时间

8
骨小梁 (1/mm)

-±s，mmol/L)
(x
表 2 ｜造模前后两组大鼠血糖水平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the blood glucose levels of ra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modeling

10

0.8
骨体积分数

伊红染色切片镜下观与 Masson 染色切片镜下观察见图 4。

a

a

1.0

a

图注： P < 0.05
图 3 ｜两组大鼠胫骨 Micro-CT 扫描
数据分析
Figure 3 ｜ Micro-CT scan data of the
rat tibia in the two groups

0.4
0.3
0.2
0.1
0
对照组

B

A

图注：图 A 为对照组；
B 为模型组。与对照组
相 比， 模 型 组 胰 岛 细
胞明显稀疏
图 1 ｜造模后 8 周两组大鼠胰岛组织切片苏木精 - 伊红染色 (×100)
Figure 1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of pancreatic islet tissue at 8 weeks
after modeling in the two groups (×100)
Micro-CT 扫描

三维重建

对照组

Micro-CT 扫描

A

模型组

B

C

D

图注：图 A( 对照组 )，B( 模型组 ) 为苏木精 - 伊红染色；C( 对照组 )，
D( 模型组 ) 为 Masson 染色。对照组大鼠骨小梁清晰，排列密集，骨小
梁间距较小；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小梁稀疏，排列紊乱，骨小梁间
距较大
图 4 ｜造模后 8 周两组大鼠股骨苏木精 - 伊红染色及 Masson 染色观察
(×20)
Figure 4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of the rat
femur at 8 weeks after modeling (×20)

给予高脂高糖饮食诱导建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模型时间较长，
费用高，成模稳定性较差。
模型组

链脲佐菌素是一种广谱抗菌素，具有抗菌、抗肿瘤的作
用，同时研究发现其对动物胰岛 β 细胞具有特异性的毒性作
用，其作用机制是选择性损伤胰岛 B 细胞，导致胰岛素分泌
[7]

减少 。大鼠采用高脂高糖饮食诱导 4 周后，会产生胰岛素
图注：对照组大鼠骨组织皮质骨均匀，骨小梁较为致密；与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大鼠骨髓腔明显增大，骨小梁断裂并且稀疏
图 2 ｜两组大鼠胫骨 Micro-CT 扫描及三维重建
Figure 2 ｜ Micro-CT scan and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rat
tibia in the two groups

抵抗，即表现为其胰岛素受体与胰岛素的结合能力减弱，当
分泌相同剂量的胰岛素时，产生降低血糖的效应也会降低

[16-18]

。

虽然胰岛素抵抗最终也会表现出高血糖的体征，但此过程需
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出现。大多数糖尿病动物模型建立实验，
对时间都会有所要求，都希望能够缩短实验时间，所以模型

3 讨论 Discussion
糖尿病是一组以血糖浓度高为特征的慢性疾病，糖尿病
患者中大部分为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是其发生的主要因
素

[13]

。2 型糖尿病并发症较多且严重，其中糖尿病骨质疏松症

组采用高糖高脂饮食诱导和药物干预相结合的方法 ，将成年
SD 大鼠高糖高脂饮食诱导一段时间，以诱导出胰岛素抵抗，
再联合腹腔注射小剂量的链脲佐菌素，以此来加速糖尿病的
进程，最终建立 2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该方法具有制造方法

是其主要并发症之一。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简便、药物毒性低、特异性高等优点。

但其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能明确，如今认为与高糖状态下出

经典的糖尿病诊断标准为：典型糖尿病症状 ( 多饮、多尿、
多食、不明原因的体质量下降 ) 加上随机血糖≥ 11.1 mmol/L

现血钙水平异常，导致骨代谢异常等多种因素相关

[14]

。所以

[19-20]

病性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至关重要。高糖食物可

或加上空腹血糖≥ 7.0 mmol/L
。对于此次实验糖尿病的诊
断，研究选择在造模后 3，7，10，14，21 d，对模型组大鼠的

造成动物模型高胰岛素血症，而高脂肪食物可导致动物模型

体质量及血糖进行测量及造模前、造模后每日对大鼠生命体征

快速建立一个稳定的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模型对深入研究糖尿

[15]

，通过高脂高糖

等一般状况进行观察比较，结果表明模型组大鼠血糖明显升

喂养可形成胰岛素抵抗，并导致高胰岛素血症的形成。单纯

高，体质量呈现出先下降、后稍回升的趋势，体型消瘦，每

胰岛素分泌功能减退，使机体糖耐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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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饮水量、饮食量及尿量明显增多；造模后 3，7，10，14，
21 d 后连续 3 次测得空腹血糖均≥ 16.7 mmol/L；这些生命体
征表现都与临床上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症状相近。以
上结果说明了模型组大鼠已具有了糖尿病症状及表现，并且
模型组大鼠的发病过程及临床表现与 2 型糖尿病相类似，这
与实验的预期结果相同。由于 2 型糖尿病具有较多的发病原
因，因此无论是诱导性、自发性、遗传性还是转基因动物模
型，都不可能将糖尿病的发病及发展过程完全表现出来

名 - 非商业性使用 - 相同方式共享 4.0”条款，在合理引用的情况下，允许他
人以非商业性目的基于原文内容编辑、调整和扩展，同时允许任何用户阅读、
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
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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