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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骆驼奶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尤其是胰岛素及胰岛素肽类物质。 文章研究目前糖尿病的流行状况和危害，分析

目前骆驼奶在防治糖尿病的研究现状及其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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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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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因素等各种致

病因子作用于机体导致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等而引发的糖、脂肪、蛋白质、水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
乱综合症，临床上以高血糖为主要特点。 糖尿病分 １ 型糖尿病和 ２ 型糖尿病，２ 型糖尿病所占的比例约为

９５％，其中 １ 型糖尿病多发生于青少年，因胰岛 β 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缺乏，依赖外源性胰岛素补充以维持
生命；２ 型糖尿病多见于中、老年人，其胰岛素的分泌量并不低，甚至还偏高，临床表现为机体对胰岛素不敏
感，即胰岛素抵抗（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 。 胰岛素抵抗是体内周围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外周组织如
肌肉、脂肪对胰岛素促进葡萄糖的吸收、转化、利用发生了抵抗。

１

糖尿病流行状况
据国际糖尿病联盟调查估计，到 ２０２５ 年全世界大概有 ５ 亿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已成为人类第四大死

因，全球每年有超过 ３８０ 万人死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在中国，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增
加。 目前中国糖尿病患者超过 ９２４０ 万人，还有 １．４８ 亿糖尿病前期患者，已成为全球糖尿病第一大国。 糖尿
病可导致感染、心脏病变、脑血管病变、肾功能衰竭、双目失明、下肢坏疽等而成为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 研
究显示，２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和卒中的危险比普通人群高出 ２ － ４ 倍。 作为一种慢性的、终身疾
病，糖尿病带来的不仅是生理、心理上的痛苦，还有经济上的巨大压力。 国际卫生组织预计，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５ 年
间，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将耗费中国 ５５８０ 亿美元。 这清楚地表明我国必须快速采取行动，进行治疗方案的
研究，以满足国内数以百万计患者的需求。

２

２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与氧化应激反应

近年来研究表明，糖尿病胰腺 β 细胞受损的主要原因是氧化应激（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所造成的。 糖尿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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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体内的高血糖环境引起过度的葡萄糖有氧氧化，促使蛋白质的非酶糖基化作用加强及脂代谢异常使糖尿
病患者体内活性氧化物质 （ ＲＯＳ） 产生增加， 同时一些抗氧化酶的活性明显减低 ［１］ ，打破了机体内的自由

基产生和清除的动态平衡机制，糖尿病患者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增强。 氧化应激可直接损伤胰岛 β 细胞，
加剧胰岛 β 细胞凋亡、崩解，减少胰岛 β 细胞数目 ［２］ ，同时，降低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导致机体产生
胰岛素抵抗。 此外， ＲＯＳ 还可以通过影响胰岛素合成和分泌的信号传导通路间接损伤胰岛 β 细胞，如 ＲＯＳ
可作为类似于第 ２ 信使分子激活许多氧化还原敏感性信号通路，这些通路包括 ＮＦ －κＢ、Ｐ３８ 丝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ＪＮＫ、己糖胺等，进而造成胰岛素信号传导通路下游信号分子的相关性和活性降低，导致胰岛素抵
抗 ［ ３ ］ 。 不仅如此，氧化应激还可通过降低 ３Ｔ３ －Ｌ１ 脂肪细胞葡萄糖转运蛋白 ４（ ＧＬＵＴ４） 的表达和转运 ［ ４ ］ ，导

致胰岛素抵抗；ＲＯＳ 还可通过影响胰岛素启动因子 － １（ ＰＤＸ － １） 的转录和表达，降低胰岛素的合成与分泌 ［５］ ，
使糖代谢异常进一步加剧，因此氧化应激在糖尿病的病理衍变中起重要作用。 而 Ｎｒｆ２ （ ＮＦ － Ｅ２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２） 是细胞调节抗氧化应激反应的重要转录因子，生理状态下它与胞浆蛋白伴侣分子 Ｋｅａｐ１（ Ｋｅｌｃｈ － ｌｉｋｅ
Ｅ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结合使活性处于相对抑制状态，最新研究表明 ＰｒｏＴα 能与 Ｎｒｆ２ － Ｋｅａｐ１ 复合物中的
Ｋｅａｐ１ 相结合，使 Ｎｒｆ２ 从 Ｋｅａｐ１ 抑制状态脱离出来进入细胞核内，与 Ｍａｆ 蛋白结合成异二聚体后识别并与
ＡＲＥ 结合，启动第 ＩＩ 相解毒酶和抗氧化应激蛋白基因的转录，提高细胞抗氧化应激能力。 已有研究表明，骆
驼奶能改善糖尿病模型兔的抗氧化能力下降的状况，提高机体 ＳＯＤ， ＧＳＨ －ＰＸ 水平 ［６］ 。

３

骆驼奶与 ２ 型糖尿病的辅助治疗

骆驼是荒漠、半荒漠地区的主要畜种。 在干旱的荒漠、半荒地区养奶牛比较困难，而骆驼却能把粗硬且
含大量盐分的植物转化为营养丰富的乳、肉以及毛绒等产品。 骆驼（ 尤其是双峰驼） 虽然产乳量不高，但泌
乳期长，即使在缺水的情况下也能维持较长时间产乳，因此驼乳也就成为当地居民主要的营养来源，除哺育
驼羔外，驼乳可供人们鲜饮或发酵后食用，也可做奶茶，制作酥油、干酪、奶油等。 新疆是我国养驼最多的省

区，２００５ 年存栏驼 １５．０９ 万峰，占全国骆驼总数（２６．５６ 万峰） 的 ５６．８％，主要分布在阿勒泰、塔城、昌吉、哈密、
阿克苏等地州，具有发展驼乳产业的资源优势 ［１３］ 。 本项目研究如果能达到预期的目标，骆驼奶及其制品就
会被更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从而扩大市场需求，推动新疆地区骆驼养殖业和驼奶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能增加
农牧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目前治疗糖尿病主要靠口服降糖药和注射胰岛素，这些药物多不能改善氧化应激状态，仍有很多患者难
以控制血糖水平，所以糖尿病患者都必须注意饮食。 选择既有辅助治疗效果，又没有副作用的绿色食物当然
是最理想的。 据现有的研究报道，骆驼奶已具备了这些特点。
骆驼奶已经被许多国家视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营养品。 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医生将其当成一种处方推
荐给身体虚弱的病人；在印度，驼乳被用来治疗水肿、黄疸、脾脏疾病、肺结核、哮喘、贫血和痔疮；在海湾阿拉
伯国家，人们认为它还具有滋阴壮阳的作用；另外，驼乳在控制高血压、改善动脉硬化和骨质疏松方面也具有

积极的疗效。 在非洲，人们经常建议艾滋病人饮用骆驼奶，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 维吾尔常用药材》 记载：
驼乳，性味甘醇、属微辛，大补益气，补五脏七损，强壮筋骨，填精髓，耐饥饿，止消渴。

联合国粮农组织称，除了富含维生素 Ｃ 以外，骆驼奶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锌、铁和维

生素 Ｂ。 据研究报道，１００ｍｌ 骆驼奶与等量牛奶的维生素 Ｃ 含量分别为 ３．８ｍｇ 与 １．０ｍｇ；１ｍｌ 骆驼奶含 ５２ 个
微单位的胰岛素，而等量牛奶的胰岛素含量仅为 １６ 个微单位 ［７］ 。 此外，骆驼奶的蛋白质含量与钙含量均高
于牛奶，脂肪含量则低于牛奶；铁元素含量也是牛奶的 １０ 倍。 由于驼乳不含有 β 乳球蛋白 ［８］ ，不会引起过
敏，对于喝牛乳过敏的消费者来说，驼乳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替代品。 因此与牛奶相比，驼乳更适合作为老年
人和婴幼儿的理想乳品。 尤其是骆驼奶富含牛奶中缺少的乳铁传递蛋白和溶菌酶 ［９］ ，这两种具有杀菌作用
的物质可强化人体的免疫系统，因此科学家认为骆驼奶有助于辅助治疗癌症或艾滋病等免疫缺陷疾病。 大
量的科学证据表明，定期饮用驼乳是糖尿病治疗的最适宜方法。 １ 型糖尿病临床试验已经证明，患者每天饮
用 ０．５Ｌ 驼乳，将使胰岛素治疗用量平均减少 ３０％ ［１０］ 。 而在以色列和德国进行的比较生理学研究表明，驼乳
具有明显的抗糖尿病特性 ［９、１１］ 。 另外，驼乳中含有一种不会被胃酸分解破坏的降糖活性物质—类胰岛素蛋
白则被认为可能是驼乳发挥治疗作用的功效因子之一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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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奶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应用前景
国外有关骆驼奶的研究多集中在营养成分的比较分析、对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及功能研究；Ｚａｇｏｒｓ⁃

ｋｉ Ｏ 等对驼奶和牛奶中的胰岛素含量进行了比较研究 ［７］ ；Ｍｅｒｉｎ Ｕ 等比较研究了驼奶和牛初乳中蛋白种类
和含量 ［８］ ；Ｇ Ｋｏｎｕｓｐａｙｅｖａ 等对不同种类驼奶中的转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进行了研究 ［９］ ；Ｅｌ － Ｍａｈｄｉ Ｂ 等对骆
驼、羊和矮种马进行了比较生理学研究，证明驼乳有明显的抗糖尿病特性 ［１１］ ；Ｂｅｇ Ｏ Ｕ 等研究发现驼乳含有

一种不会被胃酸分解破坏的富含半胱氨酸的类胰岛素蛋白质，可能是帮助降低血糖的活性物质之一 ［１２］ ；
Ｍｅｈａｉａ Ｍ Ａ 等对骆驼奶中的矿质元素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 ［１４］ ；Ａｇｒａｗａｌ 等学者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口服骆

驼奶对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等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日常生活中是否饮用驼驼奶对糖尿病的发病率有明
确的影响，有饮用骆驼奶习惯的人群患糖尿病的比率为 ０．４％以下，没有饮用骆驼奶习惯的人群患糖尿病的
比率为 ０．７％ － ５．５％ ［１５］ ；糖尿病患者连续饮用 ３ 个月骆驼奶，空腹血糖有明显下降，糖化血红蛋白与对照组比

有显著差异，饮用组胰岛素使用量比之前减少 ３０％，但是对血脂和血清胰岛素，Ｃ － 肽水平没有明显影响 ［１６］ ；
而且，Ｓａｈａｎｉ 等通过采用链脲佐菌素（ ＳＴＺ） 制备糖尿病大鼠模型研究证明骆驼奶具有降低血糖活性 ［１７］ 。 近
来埃及学者采用四氧嘧啶诱导糖尿病模型兔子为研究对象，证明骆驼奶不仅具有降低血糖的效果，同时能够
提高由于糖尿病引起的机体抗氧化能力下降的状况，提高机体 ＳＯＤ， ＧＳＨ － ＰＸ 水平，此外，骆驼奶还能够有
效降低甘油三酯（ ＴＧ） 的水平，降低高密度脂蛋白（ ＨＤＬ） 的水平，但是却提高胆固醇（ ＴＣ） 和低密度脂蛋白
（ ＬＤＬ） 水平 ［６］ ，这与上述 Ｓａｈａｎｉ 等的研究结果：“ 对血脂没有明显影响” 是矛盾的。

国内有关骆驼奶的研究报道很少见。 已经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骆驼奶产业发展的综述及骆驼奶和骆

驼酸奶的组成成分方面，如云振宇等对骆驼乳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１８］ ；邵伍军等对驼奶中的矿物元素含
量进行了研究 ［１９］ ；梁剑平等对驼乳中的胆固醇进行了测定分析 ［２０］ ；朱敖兰等对新疆驼乳中蛋白质和氨基酸
的含量进行了分析测定 ［２１］ ；赵电波和吉日木图等对阿拉善双峰驼驼乳的理化性质、氨基酸含量及营养价值

和不同泌乳期驼乳化学成分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２２－２４］ ；孙天松、韩志国等对酸驼奶中的乳酸菌和其他微生物
种类进行了分离、鉴定研究 ［２５、２６］ ；功能方面的研究仅见甘肃农业大学的王曙阳、宋楠楠等研究了骆驼奶对 ２

型糖尿病模型大鼠和 ２ 型糖尿病病人的影响 ［２７、２８］ ，结果显示，骆驼乳对糖尿病有辅助治疗作用。 目前国内
外在研究骆驼奶影响糖、脂代谢方面，还主要采用化学方法制备 １ 型糖尿病动物模型作为研究对象，而国际
上常用的通过长期食用高糖高脂高胆固醇饲料喂养动物制备糖代谢和脂肪代谢紊乱的动物模型，在骆驼奶
功能研究中报道很少，而骆驼奶在糖、脂代谢及抗糖尿病氧化应激中的作用及其机理的研究国内仅见汪建
红、周克夫 ２０１３ 年在《 四川动物》 发表的“ 骆驼奶对 ２ 型糖尿病防治作用试验研究” 一文，研究结果显示，骆
驼奶对 ２ 型糖尿病模型小鼠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对糖、脂肪代谢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且可提高其体内抗

氧化酶的活性 ［２９］ 。 进一步探讨骆驼奶在糖、脂代谢中的调节作用和抗糖尿病氧化应激反应，并从生理生化、
细胞、蛋白及分子水平探究其作用机制，为该产品成为预防和辅助治疗糖尿病的功能性保健产品提供科学依
据，同时也为骆驼奶及相关产品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为促进骆驼养殖业和骆驼奶产业的经济发展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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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Ｔｙｐ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Ｒｕｉ １ ，

ＺＨＯＵ Ｋｅ －ｆｕ２ ，

ＣＵＩ Ｒｕｏ －ｃｈｅｎ２ ，

ＣＵ Ｊｉｎ －ｈｏｎｇ３ ，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ｈｏｎｇ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ｒｕｍｑｉ，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３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ｊｉａｎ， 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０５， Ｃｈｉｎａ；
３．Ｌｉｂｒａｒｙ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 Ｆｕｊｉａｎ， ３６１００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ｍｅｌ ｍｉｌｋ ｗａｓ ｒｉｃｈ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ｏｒ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

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ｍ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 ｍｉｌｋ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２ Ｔｙｐ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ｍｅｌ ｍｉｌ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