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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ffect of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diet, weight, fasting
blood glucose, serum insulin levels and glucose tolerance in diabetic mice. Methods: using high
sugar and high fat feed with a small amount of the STZ to built II diabetes model mice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II diabetes model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model control group,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ith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of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group (5 mg/kg, 15 mg/kg, 20 mg/kg). Choosing 10 healthy mice as normal subjects
group to observe and record the changes of diet, weight, fasting blood sugar, serum insulin levels
and glucose tolerance with 35 d gavage. According to the indicators, the influence of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auxiliary fall blood diabetes mice has been explo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model control group, positiv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group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1), positive control group and group with high dose of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s rate
reached 57% and 57% drop in blood sugar; serum insulin and HOMA IR fell 29.7%, 24.7% and
32.0%, 32.0%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positive control group, low and medium dose group of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normal sampl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of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has no effect on
the healthy mice. A certain amount of Cucumaria frondosa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h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iet, weight, fasting blood sugar, serum insulin and glucose tolerance on diabetic mice, which can promote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abetic mice, reduce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mice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glucose tolerance. It has significant
effect to auxiliary fall blood suga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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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日常饮食、体重及空腹血糖、血清胰岛素水平、糖耐量的影
响。方法：采用高糖高脂饲料联合少量多次腹腔注射链脲霉素建立II型糖尿病模型小鼠，随机分为模型
对照组、阳性对照组(盐酸二甲基双胍片)、叶瓜参有机铬低、中、高剂量组(5 mg/kg、15 mg/kg、20
mg/kg)，另选10只健康小鼠为正常样品组,连续灌胃35 d，观察记录饮食、体重、空腹血糖值、血清胰
岛素和糖耐量变化，根据各项指标探讨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辅助降血糖的影响。结果：与模
型对照组比较，阳性对照组和试验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都有显著性差异(P < 0.01)，阳性对照组和高剂量
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血糖下降率达到57%和50.7%，血清胰岛素和HOMA-IR分别下降了29.7%、24.7%
和32.0%、3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低、中剂量叶瓜参有机铬都有显著性差异，正常样品组和高剂
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无显著性差异(P > 0.05)。结论：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健康正常小鼠无影响，一定
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患有糖尿病小鼠的日常饮食、体重、空腹血糖值、血清胰岛素、糖耐量有极显
著性影响，能促进糖尿病小鼠的生产发育，能降低小鼠空腹血糖，提高糖耐量的能力，对辅助降血糖功
能有显著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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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尿病(DM)是由于胰岛 β 细胞受损或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作用受阻引起血液血糖持续高水平为
特征的综合性疾病。2015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近 3 亿，我国有一亿多人，占据全球 1/3，居世界首位[1]。
目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和手段存在很大的缺陷及不足，例如[2] [3] [4]，长期注射胰岛素及类似剂，虽
表面缓解了体内胰岛素不足或缺乏的现状，但会使机体对胰岛素及类似剂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口服降糖
药虽能加速体内糖类物质的降解达到降血糖的目的，但却会使体内碳水化合物质不能进入正常的糖代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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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系统转化成脂肪类物质，进行能量的储存与提供，致使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俞显突出。解决或降低上
述治疗糖尿病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良作用是一个急迫的难关，近年来，关于糖尿病的研究颇多，有笔者[5] [6]
[7] [8]研究发现，葡萄糖耐量因子(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GTF)，可以打开葡萄糖通道，使糖通过葡萄
糖通道进入细胞，使血糖升高的根本原因和可能造成的病理损害得到解决，糖尿病危害及并发症彻底不
存在，GTF 对于防止胰岛素抵抗，预防糖尿病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经笔者[9] [10] [11] [12]研究发现，叶瓜参中含有铬元素并且几乎全部以有机铬的形式存在，铬元素
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铬元素的缺乏或不足，会使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影响糖代谢与脂代谢，
导致糖尿病的发生。有机铬能提高胰岛素活性，提高体内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强胰岛素与受体结
合的能力，可以避免或减少目前治疗糖尿病出现的慢性并发症[13] [14] [15] [16]。三价铬还可以和几种游
离氨基酸组成一种叫 GTF 的物质，GTF 是 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的缩写，译成中文称为“耐糖因子”，
是一种维生素、氨基酸与三价铬的复合物，对辅助降血糖有良好的作用[17] [18] [19]。因此，推测，民间
传言可能不虚，或许叶瓜参中有机铬或有机铬合成的化合物是一种类似于 GTF 的物质，就是海参降糖的
物质基础。基于此，本试验使用链脲霉素建立 II 型糖尿病小鼠，探讨了叶瓜参中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辅
助降血糖功能的作用，为叶瓜参中有机铬降糖机理及保健食品的开发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 材料
2.1.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SPF 级，(26 ± 2)g，雄性，50 只，购于青岛市食品检验所。

2.2. 实验材料
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北京灵净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2.3. 主要试剂与仪器
链脲霉素购自 Sigma 公司；其它试剂均购于青岛化学试剂公司。
卓越罗氏血糖仪及血糖试纸(罗氏有限公司提供)；AL104 型电子天平(瑞典 Mettler-Toledo 公司)；
TAS-990 系列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3. 方法
3.1. 叶瓜参多肽总铬和有机铬的测定方法[20]
准确吸取铬标准使用液(100 ng/kg) 0 ml、1 ml、2 ml、3 ml、4 ml、5 ml 定容到 25 mL，测定各铬标
准浓度的吸光度，绘制铬标准曲线。
准确称取叶瓜参多肽 0.500 g，加 10 mL 浓硝酸、0.5 mL 高氯酸溶液，进行消化处理，直到冒白烟，
消化液呈无色或淡黄色为消化完全，然后冷却定容到 10 mL。另称取 0.500 g 叶瓜参多肽，放入 20 mL 0.1
moL/L 氨水中，在 37˚C 200 r/min 条件下提取 3 h，离心取上清液，然后同以上操作，采用原子吸收光谱
仪测定铬的含量，实验做三次平行。同时，做空白对照试验。

3.2. II 型糖尿病模型建立方法[21] [22] [23]
小鼠适应性喂养高糖高脂饲料 3 周后，联合多次少剂量的链脲霉素柠檬酸缓冲液造模，每只腹腔注
射 0.4 mL 80 mg/kg，正常受试样品组小鼠仅给予同等剂量的柠檬酸缓冲液。饲养 7 d 后禁食(不禁水)4 h
后，取尾静脉血，测血糖，血糖值在 10~25 mmol/L 的小鼠为血糖建模成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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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组与给药方法
选取建模成功的 50 只小鼠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模型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叶瓜参多
肽有机铬低、中、高剂量组，另选 10 只健康小鼠为正常受试样品组，给予剂量 0.5 mL/20g (小鼠体重)，
叶瓜参多肽有机铬浓度分别为 10 mg/kg、5 mg/kg、15 mg/kg、20 mg/kg,、100 mg/kg，模型对照组给予同
等体积的生理盐水，连续灌胃 35 d，试验期间自由采食和饮水。

3.3. 日常饮水量和摄食量的测定方法
每天测量各组小鼠的饮水量和摄食量。每组小鼠给予相同体积的水量和饲料量，24 h 后，记录剩余
的水量、饲料量，其差值为每天每组小鼠的饮水量和摄食量。比较各组小鼠每周的饮水量与耗食量的变
化情况。

3.4. 体重及空腹血糖的测定方法
采用血糖仪测定，每周小鼠空腹 3~5 h 后进行尾部取血测血糖，并进行体重称量，观察血糖及体重
的变化情况，比较各组动物血糖值及血糖下降百分率，按 1 式计算血糖下降率，同时，比较各组给药后
小鼠的体重值[12]。
=
血糖下降百分率 %

(实验前血糖值 − 实验后血糖值 )

实验前血糖值 × 100%

(1)

3.5. 血清胰岛素的测定方法
小鼠禁食不禁水 10 h，摘眼球取血，常规分离血清，参照 ELISA 试剂盒方法测定，并按式 2 计算胰
岛素抵抗指数(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HOMA-IR)。
HOMA-IR 血清胰岛素水平 × 空腹血糖水平 22.5
=

(2)

3.6. 耐糖量试验方法[24] [25]
糖尿病小鼠空腹 4 h 后，试验组给予不同浓度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样品溶液，模型对照组给予同等
体积的生理盐水溶液，20 min 后经口灌胃 2.0 g/kg 葡萄糖溶液，测定给予葡萄糖后 0 h、0.5 h、2 h 的血
糖值，观察给予葡萄糖后各个时间点血糖值变化，并计算血糖曲线下面积，血糖曲线下面积=0.25 × 0 h
血糖浓度+0.5 h 血糖浓度+0.75 × 2 h 血糖浓度。

3.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数值变化以均数±标准差 ( x ± s )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与分析
4.1. 叶瓜参多肽总铬和有机铬含量的测定结果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得铬在 357.9 nm 下的吸光度，根据铬浓度与吸光度的关系，绘制铬标准曲线，结
果显示 y = 0.0064x − 0.0022，R2 = 0.9984，根据线性关系计算叶瓜参中总铬和有机铬的含量。
由表 1 测定结果显示，可判断叶瓜参中含有铬，并且铬几乎都是以有机铬的形式存在，游离无机铬
几乎不存。

4.2.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饮水量和摄食量的影响
由表 2、表 3 得知，模型对照组小鼠的饮水量、摄食量一直持上升趋势，正常样品组小鼠的饮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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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total chromium and organic chromium in Cucumaria frondosa gunnerus
表 1. 叶瓜参多肽总铬和有机铬含量的测定结果
检测项目

总铬

含量(mg/kg)

无机铬

有机铬

0.22

10.55

10.77

Table 2. Effect of doses of Cucumaria frondosa Gunnerus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water consumption in diabetes
mice ( x ± s , n = 10)
表 2.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饮水量的影响结果( x ± s , n = 10)
组别
正常受试样品组

7d
33.2 ± 1.32

14 d
**

33.5 ± 1.56

21 d
**

34.1 ± 1.671

28 d
**

32.9 ± 1,54

35 d
**

33.4 ± 2.01**

模型对照组

68.7 ± 2.06##

69.5 ± 1.98##

69.4 ± 1.55##

68.9 ± 1.88##

69.9 ± 2.12##

阳性对照组

35.66 ± 1.37**

34.77 ± 1.65**

35.78 ± 2.05**

34.44 ± 1.58**

33.27 ± 1.66**

低剂量组

65.68 ± 2.25##

65.12 ± 1.89##

64.77 ± 2.07##

64.55 ± 1.99##

64.31 ± 2.11##

中剂量组

49.87 ± 2.56*#

49.32 ± 2.43*#

48.55 ± 2.15*#

47.88 ± 2.67*#

46.66 ± 2.34*#

高剂量组

40.56 ± 1.23**

39.88 ± 1.21**

38.44 ± 1.41**

36.90 ± 1.51**

34.66 ± 1.62**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

Table 3. Effect of doses of Cucumaria frondosa gunnerus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food intake in diabetes mice
( x ± s , n = 10)
表 3.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摄食量的影响结果( x ± s , n = 10)
组别
正常受试样品组

7d
39.54 ± 2.53

14 d
**

21 d

39.62 ± 2.88

**

38.76 ± 2.67

28 d
**

38.56 ± 2.46

35 d
**

38.42 ± 3.22**

模型对照组

76.44 ± 2.12##

76.76 ± 2.34##

77.98 ± 2.56##

77.8 ± 2.34##

79.24 ± 3.24##

阳性对照组

38.33 ± 1.23**

38.12 ± 1.56**

37.34 ± 1.66**

37.12 ± 1.87**

36.45 ± 1.77**

低剂量组

62.35 ± 1.45##

61.21 ± 2.46##

60.33 ± 2.35##

59.33 ± 2.06##

59.23 ± 2.08##

中剂量组

50.34 ± 1.76*#

51.56 ± 1.54*#

49.56 ± 1.56*#

50.54 ± 1.67*#

49.46 ± 1.22*#

高剂量组

41.67 ± 2.44**

40.56 ± 2.78**

40.32 ± 2.66**

39.88 ± 2.54**

38.67 ± 2.67**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

和摄食量保持正常水平，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阳性对照组和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的饮水量、摄食
量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1)，中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饮水量、摄食量有显著性差异(P <
0.05)，正常受试样品组对糖尿病小鼠的饮水量、摄食量有极显著性的影响(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模型对照组和低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的饮水量、摄食量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1)，中剂量叶瓜参多
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饮水量、摄食量有显著性差异(P < 0.05)，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的饮水量、
摄食量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说明叶瓜参多肽有机铬能减少糖尿病小鼠日常饮水量和摄食量。

4.3.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体重的影响
由表 4 数据显示知，与建模时体重比较，灌胃给药 35 d 后，模型对照组小鼠体重明显下降，阳性对
照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低、中、高剂量组和正常受试样品组小鼠体重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与模型对
照组比较，阳性对照组和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对糖尿病小鼠体重有极显著性的影响(P < 0.01)，二
者体重分别增加了 30.9%和 28.7%；与阳性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和低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
小鼠体重有极显著性的影响(P < 0.01)，正常受试样品组和中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对糖尿病小鼠体重

41

许雪平 等
Table 4. Effect of doses of Cucumaria frondosa gunnerus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body weight in diabetes mice
( x ± s , n = 10)
表 4.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体重的影响结果( x ± s , n = 10)
组别

建模后体重(g)

灌胃 35 d 后体重(g)

正常受试样品组

28.12 ± 3.35

30.41 ± 3.71*#

模型对照组

28.23 ± 4.58

25.55 ± 5.82##

阳性对照组

28.14 ± 3.45

33.46 ± 4.17**

低剂量组

28.11 ± 4.51

26.61 ± 5.55##

中剂量组

28.18 ± 6.33

30.12 ± 7.48*#

高剂量组

28.15 ± 7.98

32.89 ± 8.34**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

有显著性的影响(P < 0.05)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对糖尿病小鼠体重无显著性的影响(P ≥ 0.05)，高剂
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能增加糖尿病小鼠的体重与阳性对照组的小鼠体重增加效果相似。说明叶瓜参多肽
有机铬能促进糖尿病小鼠生长发育的作用。

4.4.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值(FBG)的影响
由表 5 数据显示，与建模后血糖值比较，灌胃 35 d 后，模型对照组小鼠血糖值一直持续上升，并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阳性对照组和叶瓜参多肽有机铬低、中、高剂量空腹血糖都有程度的下降，正常样
品组空腹血糖保持正常水平，阳性对照组血糖下降率达到 57%，低、中、高剂量组血糖下降率为 17.8%、
35.5%、50.7%。其中高剂量组血糖值下降与阳性对照组血糖下降率差不多最大，中剂量组次之，低剂量
组最小。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阳性对照组和中、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值有极
显著性的影响(P < 0.01)，空腹血糖值分别下降了 59.1%和 38.6%、53.0%。与阳性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
组和低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对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值有极显著性的影响(P < 0.01)，中剂量组空腹血
糖有显著性的影响(P < 0.05)，由模型对照组的血糖下降率比较，阳性对照组和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
组的血糖下降率几乎达到一致，叶瓜参多肽有机铬浓度达到 20 mg/kg 时，辅助降血糖的效果最好。

4.5.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血清胰岛素、HOMA-IR 的影响
如表 6 知，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阳性对照组、高剂量组血清胰岛素和 HOMA-IR 都有显著性的影响
(p < 0.01)，血清胰岛素和 HOMA-IR 分别下降了 29.7%、24.7%和 32.0%、30.1%，正常对照组小鼠血清
胰岛素和 HOMA-IR 保持正常水平；与阳性对照组比较，高剂量组小鼠空腹血糖和 HOMA-IR 变化不显
著，低剂量组空腹血糖和 HOMA-IR 有极显著性的影响(p < 0.01)，中剂量组空腹血糖和 HOMA-IR 有显
著性的影响(p < 0.05).

4.6.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由表 7 数据显示知，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阳性对照组和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有极显著性差异
(P < 0.01)，血糖曲线下面积分别下降了 30.2%和 27.1%，中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下降率为 16.6%，正常受试样品组空腹血糖值保持正常的水平，血糖曲线下面积与模型对照组比
较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和低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血糖曲线下面
积有极显著差异(P < 0.01)，中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5)。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
铬组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叶瓜参多肽有机铬浓度达到 15 mg/kg 时，与盐酸二甲基双胍片的糖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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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Effect of doses of Cucumaria frondosa gunnerus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fasting blood-glucose in diabetes mice ( x ± s , n = 10)
表 5.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值的影响结果( x ± s , n = 10)
组别

剂量(mg/kg)

正常受试样品组

100

模型对照组

15

高剂量组

22.02 ± 0.65

20
*

22.04 ± 0.94

**

#

−1.0

##

−5.2

**

57.0

18.06 ± 1.67

*##

17.8

14.19 ± 3.69

**#

35.5

**

50.7

9.45 ± 1.34

21.99 ± 0.92

血糖下降率
%

5.15 ± 1.26**#
23.12 ± 2.84

22.01 ± 0.32

5

中剂量组

灌胃 35 d 后

21.98 ± 0.92

10

低剂量组

建模后(药前)
5.10 ± 0.81

…

阳性对照组

空腹血糖值//mmol/L

10.85 ± 4.68
##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P < 0.05， 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P < 0.05， P < 0.01。

Table 6. Effect of doses of Cucumaria frondosa gunnerus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serum insulin levels in diabetes
mice ( x ± s , n = 10)
表 6.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血清胰岛素水平、HOMA-IR 的影响结果( x ± s , n = 10)
组别

血清胰岛素 mU/L

HOMA-IR

受试样品组

10.86 ± 0.32

**

4.53 ± 0.32**

模型对照组

14.68 ± 0.60*

8.53 ± 0.86*

阳性对照组

10.32 ± 0.54**

5.80 ± 1.21**

低剂量组

16.44 ± 0.45***

7.9 ± 0.33**

中剂量组

14.88 ± 0.25*

6.3 ± 0.43**

高剂量组

11.04 ± 0.15**

5.96 ± 1.38**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

Table 7. Effect of doses of Cucumaria frondosa gunnerus polypeptide organic chromium on glucose tolerance in diabetes
mice ( x ± s , n = 10)
表 7. 不同剂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对糖尿病小鼠糖耐量的影响结果( x ± s , n = 10)
空腹血糖值/mmol/L

组别

血糖曲线下面积

0h

0.5 h

2.0 h

受试样品组

6.20 ± 0.78**##

12.46 ± 0.54**##

7.90 ± 0.78**##

19.93 ± 0.55**##

模型对照组

22.78 ± 1.24##

25.88 ± 1.21##

17.87 ± 1.43#

44.93 ± 1.48##

阳性对照组

14.32 ± 1.34**

18.44 ± 1.67**

12.45 ± 2.34**

31.35 ± 1.77**

低剂量组

20.02 ± 1.67##

23.61 ± 1.52##

16.05 ± 1.33#

41.90 ± 1.35##

中剂量组

18.11 ± 2.01*#

21.33 ± 1.87*#

15.43 ± 1.80*

37.43 ± 2.14*#

高剂量组

16.45 ± 1.36**

18.74 ± 1.22**

13.22 ± 1.34**

32.76 ± 1.23**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

能力相似。说明一定量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能够提高糖尿病小鼠的糖耐量能力。

5. 讨论
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糖尿病也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目前血糖升高的
根本原因及各种病理发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迫使颇多研究者逐步深入到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研究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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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或治疗糖尿病寻找一线希望。
海参[26] [27]属于棘皮动物海洋生物，其体壁含有丰富的功能性活性物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28]
[29]对海参方面的研究颇多，研究发现海参多肽具有抗疲劳、增强免疫力、抑菌及抗氧化、降血压、降血
脂的作用等。本研究所用的原料是北极叶瓜参[30]，与其他一般研究刺身相比，其价格低廉，营养丰富，
富含各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较高的医学应用价值。本研究用精制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灌胃小鼠，实验
发现，模型对照组小鼠在 25 d 时出现死亡，在实验结束时，模型对照组小鼠绝大部分死亡；叶瓜参多肽
有机铬剂量组小鼠虽然精神出现萎靡，但是无死亡情况。有数据结果显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叶瓜参
多肽有机铬剂量在 5 mg/kg 时，血糖下降率在 17.8%，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在剂量在 15 mg/kg 时，血糖下
降率在 35.5%，叶瓜参多肽有机铬剂量在 20 mg/kg 时，血糖下降率在 50.7%，
阳性对照组血糖下降率 57%。
高浓度的叶瓜参多肽有机铬降血糖的效果与阳性组盐酸二甲基双胍片降血糖效果相近，无显著性差异(p >
0.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中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血清胰岛素、HOMA-IR 有显著型影响(P < 0.05)，
高剂量叶瓜参多肽有机铬血清胰岛素、HOMA-IR 有显著型影响(P < 0.01)。本研究证明了海参肽有机铬能
延长糖尿病小鼠的生命并可以有效的辅助降低小鼠的空腹血糖，与其他的降糖药相比更加稳定、安全、
健康，为保健品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研究不足之处是一定剂量的海参多肽有机铬虽然降低
了小鼠的血糖值，延长了糖尿病小鼠的生命，但是与正常小鼠比较，其效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待下
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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