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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替麦考酚酯诱导后长期维持治疗
对增生性狼疮性肾炎预后的影响

雷雪姣，任莉，李栋
(咸阳市核工业215医院肾病科，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目的 探讨激素联合吗替麦考酚酯(MMF)诱导后长期应用MMF维持治疗增生性狼疮性肾炎(LN)的
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5年1月于咸阳市核工业215医院肾病科接受治疗的182例增生性LN

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激素联合MMF诱导，获得缓解后，以接受激素、激素联合硫唑嘌呤或雷公藤多苷
或来氟米特维持治疗者为C组，接受激素联合MMF维持治疗，且MMF维持时间≥18个月者为A组，接受激素联合
MMF维持治疗，且MMF维持时间<18个月者为B组。观察患者诱导疗效，随访观察复发情况及复合肾脏终点事件
发生情况。结果 182例患者中169例诱导进入缓解期，包括A组81例、B组58例、C组30例。诱导期MMF治疗6

个月时，Ⅲ型、Ⅳ型患者缓解率分别为95.88% (31/32)、96.30% (104/108)，明显好于Ⅳ+Ⅴ型患者的79.41% (27/3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4例患者复发，占31.95%，B、C组累积复发率分别为43.10%、40.00%，明显高于A组
的20.9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复发风险是C组的0.323倍(95%CI=0.152~0.687，P=0.003)；复合肾脏
终点事件共发生17例，B、C组累积肾脏复合事件发生率分别为13.79%、16.67%，明显高于A组的2.47%，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激素联合MMF诱导进入缓解期后，继续应用激素联合MMF维持治疗，能使LN患者
持续获得较可靠的缓解率，且长期应用MMF有助于降低复发及复合肾脏终点时间发生率。

【关键词】 增生性狼疮性肾炎；吗替麦考酚酯；维持治疗；预后
【中图分类号】 R6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10—1372—04

Effect of long-term maintenance therapy after induction immunosuppression by mycophenolate mofetil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proliferative lupus nephritis. LEI Xue-jiao, REN Li, LI Dong.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215 Hospital of Nuclear Industry of Xianyang City, Xianyang 712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long-term maintenance therapy on proliferative lupus ne-

phritis (LN) after induction immunosuppression by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82

cases of proliferative LN,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of 215 Hospital of Nuclear Industry of Xianyang

City from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ll cases received prednisolone and MMF as in-

duction immunosuppression, then in catabasis.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prednisolone, prednisolone combined with aza-

thioprine or tripterygium glycosides or leflunomide for maintenance therapy were included into group C;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prednisolone combined with MMF (≥18 months) were enrolled into group A;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pred-

nisolone combined with MMF (<18 months) were enrolled into group B. The curative effect during induction immuno-

suppression, the recurrence and the occurrence of compound renal endpoint even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mong the

182 patients, 169 cases were induced into remission stage, including 81 cases in group A, 58 cases in group B, and 30

cases in group C. At the induction phase, 6 months after MMF treatment, the remission rates of type Ⅲ and Ⅳ patients

were 95.88% (31/32) and 96.30% (104/108),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79.41% (27/34) of pa-

tients with type Ⅳ and Ⅴ (P<0.05). There were 54 relapses with the recurrence rate of 31.95%. The cumulative recur-

rence rates of group B and C were 43.10% and 40.0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20.99%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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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疮性肾炎(lupus nephritis，LN)是系统性红斑狼
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的严重并发症，
可增加终末期肾病、心血管疾病及死亡风险[1]。吗替
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是治疗该疾病
的常见药物，既往研究重点探讨了MMF对增生性LN

诱导期的疗效，多证实其疗效优于传统间断静脉环磷
酰胺冲击疗法[2-3]，且国外报道多证实其维持治疗LN

的疗效优于硫唑嘌呤 [4]，但国内尚少见针对性分析
MMF 对LN维持治疗的长期随访研究。本研究纳入
182例增生性LN患者，开展回顾性分析，拟重点探讨
MMF维持治疗LN的远期预后，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08年 1月至 2015

年 1 月于咸阳市核工业 215 医院肾病科接受治疗的
182例增生性LN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7例，女
性 165例；年龄 21~55岁，平均(34.08±6.17)岁；入院时
SLE 病程 3~64 个月，平均(19.43±6.24)个月；LN 病程
1~41 个月，平均(10.68±3.31)个月；病理类型Ⅲ型 32

例、Ⅳ型108例、Ⅲ+Ⅴ型8例、Ⅳ+Ⅴ型34例；治疗前血
红蛋白(107.31±12.28) g/L、尿蛋白(4.84±1.58) g/24 h、
白蛋白(30.62±5.13) g/L、球蛋白(26.10±6.18) g/L、血清
肌酐(127.42±53.82) μmol/L、补体C3 (0.68±0.25) g/L、
SLE活动指数(12.24±1.46)分、抗 ds-DNA抗体阳性率
68.13%(124/182)。按维持期用药方案将患者划分为
A、B、C三组：C组接受激素、激素联合硫唑嘌呤或雷公
藤多苷或来氟米特维持治疗，A组接受激素联合MMF

维持治疗，且MMF维持时间≥18个月，B组接受激素联
合MMF维持治疗，且MMF维持时间<18个月。

1.2 纳入标准 (1)满足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
会提出的SLE诊断及治疗指南[5]；(2)参考国际肾脏病
学会分型方案[6]，肾病理活检类型为Ⅲ型、Ⅳ型、Ⅲ+Ⅴ
型及Ⅳ+Ⅴ型；(3)均接受激素联合MMF的首次或复发
后再次诱导治疗方案，且MMF应用时间≥3个月。

1.3 排除标准 (1)治疗前接受丙球、肾脏替代治
疗、血浆置换、免疫吸附治疗、包含MMF的联合诱导
方案治疗者；(2)传染病、重要脏器衰竭、严重感染及其
他严重并发症；(3)治疗初，根据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
合作组提出的血肌酐联合胱抑素计算公式[7]估算肾小
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

15 mL/(min·1.73 m2)；(4)肾脏慢性化指数>4分。
1.4 治疗方案 (1) 诱导期：三组患者均接受相

同的诱导方案，首先接受甲泼尼龙0.5 g/d静脉冲击，连
用3 d，后续口服强的松，起始剂量0.6~0.8 mg/(kg·d)，4

周后逐渐减量，至 10 mg/d 后维持，并给予 MMF 1.0~

2.0 g/d，治疗 6~9个月，达到缓解状态后进入维持期，
对持续未达到缓解状态者，调整治疗方案，并在后续
研究中予以剔除；(2)维持期：C组停用MMF，单用激素
(5~10 mg/d)或采用激素联合硫唑嘌呤[1~2 mg/(kg·d)]、
激素联合雷公藤多苷(60 mg/d)、激素联合来氟米特
(10~20 mg/d)治疗；A、B组采用激素(10~15 mg/d)联合
MMF (0.5~0.75 g/d)治疗，其中A组MMF维持时间≥
18个月，B组维持时间<18个月。如遇以下事件，MMF

停用或减量：(1)霉酚酸 0~12 h血药浓度曲线下面积>

45 mg·h/L时，剂量减半；(2)感染时酌情减半或停药，感
染控制后1周恢复剂量；(3)排除SLE活动影响后，血白
细胞计数下降至<3.0 ×109/L或CD4+T细胞<200个/μL

时，剂量减半，血白细胞计数<2.0×109/L时停用；(4)出
现严重消化道症状时，酌情减半或停药；(5)血清肌酐
升高超过基线值30%，且超过正常范围时，剂量减半，
一周后复查，如恢复正常，则继续治疗，如肌酐进一步
升高或进入终末期肾病，则停药；(6)谷丙转氨酶或谷
草转氨酶超出正常上限2倍则停药。

1.5 观察指标 (1)患者一般及临床资料：包括性
别、年龄、病程等；(2)实验室指标，包括肾活检指标、24 h

尿蛋白定量、血红蛋白、血清肌酐、eGFR、白蛋白、球蛋
白、补体C3、抗ds-DNA抗体等；(3)治疗过程中不良反
应情况：主要包括感染、消化系统症状、肝功能异常、血
液系统损害等。其中肝功能异常主要观察谷丙转氨
酶、谷草转氨酶升高超过正常上限2倍的发生率；血液
系统损害需排除由系统性红斑狼疮导致的损害。(4)诱
导期疗效：完全缓解：24 h尿蛋白定量<0.4 g，无活动性
尿沉渣，白蛋白≥35 g/L，血清肌酐正常或上升不超过
基础值的15%；部分缓解：24 h尿蛋白定量下降至基础
值50%以下，且<3 g，血白蛋白≥30 g/L，血清肌酐正常
或上升不超过基础值的 15%；未缓解：达不到上述标
准。缓解包括部分缓解及完全缓解。(5)稳定期复发情
况：肾脏复发：完全缓解患者尿蛋白定量≥1.0 g/24 h，
部分缓解患者尿蛋白定量上升≥2.0 g/24 h。肾外复
发：SLE疾病活动指数升高>4分，包括出现血管炎、关
节痛、神经系统症状等与疾病活动相关的症状，或出
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异常等。(6)复合肾脏终点事件发
生情况：复合肾脏终点事件包括全因死亡、终末期肾
病、血清肌酐倍增、eGFR下降≥50%，即便患者稳定期
因复发调整治疗方案，仍考虑本次治疗对其复合肾脏
终点事件发生有影响，故本项随访不剔除复发患者。
复发及复合肾脏终点事件观察期间均为转入稳定期

group A (P<0.05). The relapse risk in group A was 0.323 times that in group C (95%CI=0.152-0.687, P=0.003). A to-

tal of 17 cases of compound kidney endpoint events occurred. The incidences of cumulative renal complex events in

group B and C were 13.79% and 16.67%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2.47% in group A (P<0.05).

Conclusion After induction immunosuppression by prednisolone and MMF, long-term MMF maintenance therapy can

lead to better sustained remission rate and help to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compound renal end-

point events.

【Key words】 Proliferative lupus nephritis;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Maintenance therapy;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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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末次随访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对比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及SNK-q检验，两两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及等级分布资料计算构成比，采用χ2

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检验、秩和检验。复合肾脏终点
事件采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对比。疾病
复发的影响因素采用 Cox 回归分析确定。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病理类型患者诱导期疗效比较 182例
患者中，94例达到完全缓解，75例达到部分缓解，共占
92.86%，上述 169例继续纳入本研究随访；余 13例未
能达到缓解标准，调整用药并剔除。在MMF治疗6个
月时，Ⅲ型、Ⅳ型患者缓解效果明显好于Ⅳ+Ⅴ型患
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三组患者稳定期的基线资料比较 169例患
者中，A组 81例、B组 58例、C组 30例，三组患者开始
稳定期用药时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三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随访期间，54例患
者复发，占 31.95%，其中肾脏复发 49 例、肾外复发 5

例，患者均接受再评估并调整治疗方案。Ⅲ型、Ⅳ型、
Ⅲ + Ⅴ型、Ⅳ + Ⅴ型患者分别复发 29.03% (9/31)、
32.69% (34/104)、28.57% (2/7)、33.33% (9/27)，4型患者
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208，P=0.976)。
B、C组累积复发率明显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og-rank χ2=12.566，P=0.002)，其中 A 组共复发 17 例
(20.99%，17/81)、B 组 25 例(43.10%，25/58)、C 组 12 例
(40.00%，12/30)，见图1。

2.4 患者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 多因素 Cox 回
归分析发现，仅维持治疗方案是复发的独立影响因
素：A 组复发风险是 C 组的 0.323 倍 (95%CI=0.152~

0.687，P=0.003)，见表3。

2.5 三组患者复合肾脏终点事件比较 随访期
间复合肾脏终点事件共发生17例：1例死亡，2例发展
至终末期肾病，8 例血清肌酐倍增，6 例 eGFR 下降≥
50%。B、C 组累积肾脏复合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9.864，P=0.007)，
其中A组共发生 3例复合肾脏终点事件，肾脏 5年累
积存活率100%，10年累积存活率64.5%；B组共发生8

例复合肾脏终点事件，5年、10年累积肾脏存活率分别
为85.7%、79.1%；C组共发生5例复合肾脏终点事件，5

年、10年累积肾脏存活率分别为82.7%、70.9%，见图2。
2.6 随访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随访期间169

例患者共累积出现不良反应218例次，涉及所有患者，
主要为感染，发生 128例次，另发生白细胞减少 37例
次，肝功能异常32例次，胃肠道反应21例次。三组患
者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4。

表1 MMF诱导6个月时不同病理类型患者疗效比较[例（%）]

病理类型

Ⅲ型

Ⅳ型

Ⅲ+Ⅴ型

Ⅳ+Ⅴ型

H值

P值

例数

32

108

8

34

完全缓解

22 (68.75)

61 (56.48)

3 (37.50)

8 (23.53)

部分缓解

9 (28.13)

43 (39.81)

4 (50.00)

19 (55.88)

未缓解

1 (3.13)

4 (3.70)

1 (12.50)

7 (20.59)

19.738

0.000

注 ：Ⅲ 型 与 Ⅳ 型、Ⅲ + Ⅴ 型、Ⅳ + Ⅴ 型 对 比 ，Z=-1.202，P=0.229；

Z=-1.691，P=0.091；Z=-3.779，P=0.000。Ⅳ型与Ⅲ+Ⅴ型、Ⅳ+Ⅴ

型对比，Z=-1.189，P=0.234；Z=-3.831，P=0.000。Ⅲ+Ⅴ型与Ⅳ+Ⅴ

型对比，Z=-0.836，P=0.403。

图1 三组患者的累积复发率比较

表3 患者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

因素

组别（总体）

A组：C组

B组：C组

β

-1.129

-0.208

标准差

0.385

0.357

Wald

11.451

8.624

0.338

P值

0.003

0.003

0.561

OR

0.323

0.813

95%CI

0.152~0.687

0.404~1.635表2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例(%)，x-±s]

指标

女性[例(%)]

年龄(岁，x-±s)
SLE病程(月，x-±s)
LN病程(月，x-±s)
白蛋白(g/L，x-±s)
尿蛋白(g/24 h，x-±s)
血清肌酐(μmol/L，

x-±s)
补体C3 (x-±s)
抗ds-DNA阳性

[例(%)]

病理类型[例(%)]

Ⅲ型

Ⅳ型

Ⅲ+Ⅴ型

Ⅳ+Ⅴ型

缓解情况[例(%)]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A组(n=81)

75 (92.59)

34.20±6.57

26.96±8.34

17.07±3.99

37.57±6.29

0.39±0.09

68.29±9.48

0.76±0.11

18 (22.22)

17 (20.99)

48 (59.26)

3 (3.70)

13(16.05)

49 (60.49)

32 (39.51)

B组(n=58)

55 (94.83)

33.53±6.34

28.12±6.32

17.81±4.34

36.46±6.28

0.40±0.11

70.83±9.84

0.78±0.11

17 (29.31)

11 (18.97)

35 (60.34)

2 (3.45)

10 (17.24)

31 (53.45)

27 (46.55)

C组(n=30)

27 (90.00)

34.37±6.11

28.70±7.90

17.97±4.52

34.47±5.45

0.41±0.10

68.23±12.31

0.77±0.10

11 (36.67)

3 (10.00)

21 (70.00)

2 (6.67)

4 (13.33)

14 (46.67)

16 (53.33)

F/χ2值

0.721

0.240

0.723

0.757

2.502

0.379

1.211

0.279

2.501

2.646

1.865

P值

0.697

0.787

0.487

0.471

0.085

0.685

0.301

0.757

0.286

0.852

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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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B、C组累积复合肾脏终点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3 讨 论
MMF是LN诱导期的可靠治疗药物，本研究182例

患者中，169例诱导进入缓解期，占 92.86%。刘倩等[8]

Meta研究纳入9项随机对照研究，证实MMF诱导治疗
LN，疗效优于环磷酰胺，且安全性与后者相当。本研
究在MMF治疗 6个月时，Ⅲ型、Ⅳ型患者缓解效果明
显好于Ⅳ+Ⅴ型患者，提示MMF对Ⅲ型、Ⅳ型患者可能
有更可靠的疗效，既往报道也提示激素联合单一免疫
抑制剂，包括MMF、环磷酰胺等疗效[9]，对Ⅳ+Ⅴ型患者
疗效较差，对此类患者，利用激素联合MMF、他克莫司
等开展多靶点新疗法可能有助于提升疗效[10]。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诱导治疗缓解后患者不同
维持治疗方案的疗效，结果提示MMF维持治疗≥18

个月患者，其复发率明显低于MMF维持时间＜18个
月及未接受 MMF 维持治疗的患者，且经多因素 Cox

分析，稳定期未应用 MMF 的患者复发风险是应用
MMF 患者的 1.403 倍，长期应用 MMF 患者复发风险
是短期应用MMF患者的0.397倍。这与Yap等[11]报道
结果一致，但该研究采用的长期及短期应用时间界值
是24个月，而本研究采用18个月作为界值，则主要基
于一项稍早的研究[12]。该研究提示MMF诱导缓解后
18个月内MMF减量维持组复发率是MMF剂量稳定
组的 6.8倍，提示过早减量或调整维持方案可能增加
复发率。但另有研究提示MMF长期维持的疗效并未
明显优于其他维持用药方案[13]，可能与患者基线资料
有关。如有报道认为诱导治疗达到完全缓解者，复发
风险明显低于未缓解患者[14]，本研究A组完全缓解患
者稍高于其他两组。

本研究随访观察患者复合肾脏终点事件发生情
况，结果也证实A组此类事件累积发生率明显低于其
他两组，提示MMF有助于延长肾脏生存时间，但三组
10年肾脏累积存活率接近，则说明MMF仍无法彻底
阻止肾脏功能的渐进性损伤。

本研究主要局限性在于C组维持治疗方案混杂，这
是因为现阶段尚未有统一的维持治疗方案，除MMF维
持外，其他方案维持患者例数较少，单一对比欠缺统计
学意义，这提示未来可能需要开展多中心合作研究，以
更好地探讨不同维持治疗方案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激素联合MMF诱导进入缓解期后，继
续应用激素联合MMF维持治疗能使LN患者持续获
得较可靠的缓解率，且长期应用MMF有助于降低复
发及复合肾脏终点时间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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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随访期间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例次（%）]
组别

A组

B组

C组

χ2值

P值

例数

81

58

30

感染

65 (80.25)

44 (75.86)

19 (63.33)

3.409

0.182

白细胞减少

18 (22.22)

11 (18.97)

8 (26.67)

0.696

0.706

肝功能异常

15 (18.52)

10 (17.24)

7 (23.33)

0.496

0.781

胃肠道反应

11 (13.58)

6 (10.34)

4 (13.33)

0.353

0.838

··1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