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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新型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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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肾病综合征的病因及病理类型各异，肾病理形态学诊断是肾病综合征病理分型的金标准，目前，该病

仍缺乏分子水平的诊断和分型方法，同时缺乏监控疾病进展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因此，肾病综合征的诊治仍然

面临很多困难。发现并应用新型生物标记物对肾病综合征进行无创诊断，评估不同类型肾病综合征的治疗效果以

及预测其复发情况，有望实现肾病综合征的精准诊断和治疗。近年，发现一些新的生物标记物在肾病综合征的病

理类型鉴别、疾病进展程度和疗效评价及预后评估等方面有重要指导价值。本文就肾病综合征新型生物标志物研

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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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phrotic syndrome (NS) has varied etiology and pathological types,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NS is the gold standard for pa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t present, molecular diagnostic and typing methods are still lack-

ing for N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pecific molecular markers to monitor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Therefore,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S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Currently, the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of new biomarkers for non-in-

vasive diagnosis for the etiology of NS, assessment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NS, and prediction

its recurrence are expected to achieve accurat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ome new biomarke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NS, the degree of disease progression, the cura-

tive effect evaluation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new biomarkers of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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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是由肾小球
滤过膜受损为主要病变而导致大量蛋白质从尿中丢
失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其
中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病因不明[1]，发病机制主要为免疫
介导的肾小球损伤，主要病理类型包括微小病变肾病
(minimal change disease，MCD)、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
化症(focal segmental glomerular sclerosi，FSGS)、膜性肾
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系膜增生性肾小球
肾炎(mesangial 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MsPGN)

等。继发性NS主要继发于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和
免疫球蛋白异常沉积等。目前，肾脏病理形态学诊断
是NS病理分型的金标准，但仍缺乏分子水平的诊断和
分型方法，同时缺乏监控疾病进展的特异性分子标志
物。新型生物标记物的出现对肾病综合征无创诊断、
疗效评估以及对其复发预测具有重要的意义，使NS的
精准诊断和治疗有望实现。本文就近年来在NS中生
物标记物的研究新进展及临床意义予以综述。

1 生物学标志物在微小病变肾病中的应用
MCD 目前病因尚不明确，可能与 T 细胞功能紊

乱、足细胞病变等有关。自从 1974年Shalhoub [2]提出
滤过屏障损伤可能是T淋巴细胞产生的淋巴因子所致

以后，类似的报道也表明T细胞功能紊乱导致相关的
分子标志物表达异常，从而破坏肾小球滤过膜屏障参
与 MCD 的发生发展 [3]。这些新型标志物主要包括：
CD80、可 溶 性 白 介 素 2 受 体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sIL-2R)、激素耐药相关基因(ABCB1)、糖蛋
白-P (glycoprotein-P)等。

新近研究表明，CD80 是在抗原呈递细胞中表达
的跨膜蛋白，正常的足细胞并不表达[4]。实验模型已
证实，MCD尿肾小球足细胞中CD80的表达与蛋白尿
的出现有关[5]。而在NS的其他病理类型中没有发现
CD80 异常表达。因此，尿 CD80 的检测可用于 MCD

的非侵入性诊断及动态监测疾病的进展。sIL-2R是
在病理情况下由活化的淋巴细胞释放入体液，因此，
sIL-2R的释放可被看作为免疫细胞活化的结果。大
量的证据表明，sIL-2R因其在MCD急性期、狼疮性肾
病中水平都升高，缺乏特异性，所以 sIL-2R对于疾病
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6]。ABCB1 和
glycoprotein-P在MCD中的表达被认为与类固醇的抵
抗有关，研究表明在对类固醇治疗敏感的患者中
ABCB1 和 glycoprotein-P 下降明显，但复发性的患者
其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7]，因此，其有助于预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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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固醇治疗的反应以及疾病复发的风险。
2 生物学标志物在膜性肾病中的应用
MN分为原发性、继发性和不典型膜性肾病，其中原

发性又被称为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IMN)，其病因未明，好发于中老年男性，原
发性和继发性MN两者病理均表现为肾小球基底膜上
皮细胞下弥漫的免疫复合物沉积和基底膜增厚，并且临
床表现相似，因此较难鉴别。近年来研究显示一些体液
标记物可弥补肾穿刺的不足，辅助MN的诊断，明确原
发性和继发性MN的鉴别诊断以及疗效的评估。

M型磷脂酶A2受体(PLA2R)是足细胞高水平表
达的分子，2009年波士顿大学团队首次报道在人肾足
细胞上发现PLA2R为 IMN的致病抗原[8]，其表达于人
肾组织足细胞的胞浆与细胞膜表面。Beck等[8]发现约
70%的 IMN患者血清中存在抗 PLA2R 抗体(SAb+)，而
在继发性MN患者和其他非膜性肾病肾小球疾病患者
血清中几乎未发现此抗体[9]，表明PLA2R 抗体可以作
为诊断和鉴别 IMN与继发性膜性肾病(secondary mem-

branous nephropathy，SMN)的血清生物标记物，尤其对
于不宜进行肾脏穿刺活检的患者更为重要。另有研究
已证实血清中抗PLA2R抗体(SAb+)的 IMN患者合并
肾组织PLA2R抗原(GAg+)对于 IMN诊断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更强，可以作为SAb-患者的补充检测手段[10]。
与SAb-/GAg+患者相比，SAb+/GAg+患者还与疾病活
动、病情缓解和复发密切相关，SAb+/GAg+患者蛋白尿
水平升高，蛋白尿缓解率低。重复肾活检数据显示，未
达到缓解的患者在首次活检时，肾组织SAb+比率高于
缓解患者；此外持续肾组织的GAg沉积与MN的复发
相关。因此，结合患者血浆中PLA2R抗体和肾组织的
PLA2R抗原染色，可以更加精准的判断MN患者的诊
疗反应和预测复发，指导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尽管PLA2R已被公认是鉴别 IMN与SMN的生物
学指标[11]，但在临床应用中发现仍存在部分PLA2R阴
性患者，而 1型血小板反应蛋白 7A域(THSD7A)的发
现是对血清抗PLA2R抗体阴性的 IMN患者诊断的重
要补充，为 IMN免疫复合物沉积造成分子损伤的病理
机制提供了新的分子生物学基础。THSD7A 是高表
达于人肾足细胞膜表面的跨膜蛋白，其特异定位于足
细胞胞体、足突及隔膜裂孔 [12]。Tomas 等 [13]研究发现
62例 IMN患者血清中有 15例THSD7A抗体阳性，并
且进一步证实在 IMN发病机制中THSD7A是不同于
PLA2R的新抗原。研究还显示血清抗THSD7A抗体
的滴度与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病情严重程度的
监测活动、病情缓解和复发密切相关，并且对临床预
后有一定预测价值[14]。

3 生物学标志物在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中的
应用

FSGS 在儿童和成人中都有发生，因为它的局灶
性以及发生在小部分肾小球中的情况，使其在穿刺活
检中明确诊断十分困难。因此，寻找可用作FSGS诊

断的标志物至关重要。现研究发现一些标志物，如可
溶性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oluble urokinase

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suPAR)、转化生长
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TGF-β)、人类中
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human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lipocalin，NGAL)、载 脂 蛋 白
(apolipoprotein L1，APOL-1)、MicroRNAs 等可用于
FSGS的诊断及疗效、预后的评估。

suPAR 是 uPAR 以可溶的形式从质膜中释放，通
过与膜整合素结合而传递细胞内信号，其功能尚不清
楚，但在实验模型中已经表明，通过uPAR诱导的足细
胞产生足细胞融合和蛋白尿形成机制依赖于激活α-V

β-3 整联蛋白 [15]。有证据表明，约 2/3 的原发性 FSGS

患者血清 suPAR水平升高[16]；在实验水平上，过度表达
suPAR的转基因小鼠发生FSGS，suPAR循环水平升高
的实验结果表明 suPAR可以通过结合至足细胞β3整
合素(作为主要蛋白之一将足细胞锚定到肾小球基底
膜的作用)[17]。suPAR-β3整合素连接将导致足细胞的
活化并产生其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将改变肾小球滤
过膜的通透性。尽管增加的 suPAR水平与FSGS之间
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突破，然而临床数据未证实其与
FSGS的临床表现及治疗反应的联系[18]，因此，为了确
定 suPAR 对于 FSGS 的诊断价值以及是否存在高
suPAR表达与临床表现、治疗反应或疾病预后相关性，
需要进一步研究更大的样本量和前瞻性监测。如果
得到证实，这一假设将开启一个新的研究分支，甚至
可能重新定位 FSGS 患者的治疗策略，为降低 suPAR

水平或阻断 suPAR和β3整合素结合的新型干预措施
产生新的治疗靶点。另研究发现APOL1的高危变异
体是非洲裔患者发生FSGS的危险因素，近来已被证
明是肾脏疾病进展期的危险因素，独立于慢性肾病的
病因[19]，但目前还未在其他人群中进行研究，其可靠性
需要进一步评估。此外，在FSGS出现肾脏损伤时，外
周血和尿液中可以检测到高浓度的 NGAL，说明
NGAL 是 FSGS 疾病进展的一个标志，可能与肾小球
滤过率改变有关 [20]。另外，外周血清中 miR-192、
miR-205、miR-200a、miR-200b和miR-141在FSGS患
者中浓度较MCD明显升高，可作为区分这两种NS病
理类型的参考指标[21]。

4 生物学标志物在肾病综合征区别激素抵抗型
和激素敏感型中的应用

NS目前仍以激素治疗为主，其治疗反应与患者的
预后密切相关，不同个体疾病进展速度及对治疗的反
应存在较大差异；临床上根据患者对激素治疗反应不
同可分为激素敏感型 NS (steroid sensitive nephrotic

syndrome，SSNS)、激 素 抵 抗 型 NS (steroid resistant

nephrotic syndrome，SRNS)和激素依赖型 NS (steroid

dependent nephrotic syndrome，SDNS)。研究发现有相
当一部分出现 SRNS患者中存在单基因突变[22]，近年
随着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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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NS患者突变的靶向基因，揭示疾病的发生机制，帮
助诊断及预测疗效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

阳晓等 [23]指出：至少有 53 种不同的相关致病基
因，几乎全部引起足细胞的结构或功能缺陷，常见于
FSGS。其中最主要的致病基因为 NPHS1、NPHS2 和
WT1，在这些基因中 NPHS1、NPHS2 编码裂孔隔膜相
关蛋白nephrin、podocin和PLCE1，基因WT1参与核转
录因子 WT1，ACTN4、INF2 是肌动蛋白细胞骨架
actinin4 和 invertedformin2 的编码基因，LAMB2 是肾
小球基底膜蛋白的编码基因等在SRNS中占据了明显
优势。因此，建议在激素应用前进行基因学筛查，明
确哪些是SRNS患者，以确保得到及时的治疗干预。

除上述的早期基因筛查外，外周体液中检测的生
物标记物也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意义。例如，姜红堃
等 [24]观察到 SRNS 患儿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 IL-18

水平和miRNA表达升高有关，表明过度产生的 IL-18

可能与SRNS的发生有关。Bennett等[25]报道指出，尿
维生素D结合蛋白(uVDBP)可作为显著区分SRNS和
SSNS 的一个新型生物标志物。另还有如脂联素
(adiponectin，ADPN)、新喋呤(neopterin)、酰化刺激蛋
白(acylation stimulating protein，ASP)、uWTI 等也具有
区分SRNS与SSNS的能力，同时也作为类固醇反应性
的可靠预测因子。

5 生物学标志物在肾病综合征合并急性肾损伤
中应用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是 NS 常见
的并发症，致使患者治愈疗效不佳、病情加重及增加
经济负担。因此，临床上对早期合并AKI的分子标志
物进行不断的探索。目前，发现可以用于诊断NS合
并AKI的生物学标志物主要有：胱抑素C (cystatin C，
Cys C)、NGAL、IL-18、肾损伤分子-1 (kidney injury

molecule-1，KIM-1)和尿脂肪酸结合蛋白(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s，FABPs)等。
NGAL是迄今研究最多的AKI早期标志物，一项

前瞻性研究表明NGAL诊断AKI 的敏感度为90%，特
异度为99.5%，优于其他标志物[26]。NGAL除了可以作
为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外，还可以对AKI的严重程度
及是否需接受透析治疗进行评估[27]。KIM-1主要在缺
血及肾毒性损伤后近端小管上皮细胞中明显表达，近
年来实验研究表明，其较其他标志物更为敏感，可以
预测缺血性肾小管的急性坏死，并对近端肾小管损伤
有较高的特异性，同时可以对肾损伤的程度行量化指
标[28]；IL-18主要表达于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其对AKI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较稳定而不受慢性肾脏疾病、肾前
性肾衰竭等疾病影响，而且在缺血-再灌注损伤时表达
更显著[29]。Cys C主要是肾小球滤过功能障碍的指标，
对诊断和评价疾病进展有帮助；FABPs对缺血或肾毒
性诱导的AKI肾组织功能的早期、准确检测有帮助。

6 结 语
随着我们在基因水平、分子和细胞生物学上对NS

的深入理解和认识，人们已经意识到从分子机制对NS

重新分类的必要性。如生物标记物 CD80、PLA2R、
THSD7A 和 suPAR 等对肾病综合征的病理分型具有
指 导 作 用 ，CysC、ABCB1、glycoprotein-P、sIL-2R、
NGAL和APOL1等对疗效评价及预后评估等方面有
重要价值。因此，新型标志物的不断出现为精准诊断
和治疗开辟新的路径，同时对提高疗效、减少药物毒
副反应及改善预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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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周期对角膜、泪膜及视功能的影响
叶龙燕，周健庭，刘小勇，周清，陈剑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 在月经周期期间，激素的变化特点已经达成共识。在角膜、结膜、泪腺、视网膜等眼组织结构都发现

存在性类固醇激素受体。在月经周期期间，性激素波动性变化，角膜，泪膜及视功能在月经周期的不同时期也发生

变化。本综述结合新近相关文献，概述了月经周期对角膜，泪膜及视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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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enstrual cycle on corneal, visual function and tear film. YE Long-yan, ZHOU Jian-Ti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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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the widespread agreement about the hormonal changes that occur during the menstrual cy-

cle. Studies have shown the presence of sex steroid hormones receptors in various ocular tissues, such as cornea, retina,

conjunctiva, lacrimal gland. Sex hormones fluctuations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the corneal, tear film and visual

function also change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In this article, we summarized the influence of menstrual cycle on cor-

neal, visual function and tear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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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周期以月经来潮第 l天为周期的开始，到下

次月经来为止。月经周期一般为 21~35 d，平均 28 d。

根据卵巢周期性变化可将月经周期分为卵泡期、排

卵、黄体期3个阶段。

月经周期主要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神经内

分泌调节。月经周期涉及的激素主要有卵泡刺激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黄体生成素(lutein-

izing hormone，LH)、雌激素(oestrogen)和孕激素(pro-

gesterone)。在卵泡期，雌激素含量逐渐增加，在排卵

前达高峰，此时雌激素对下丘脑和垂体产生正反馈作

用，形成LH和FSH峰，促使成熟卵泡排卵，LH峰出现

在排卵前24~36 h。孕激素含量在卵泡期增加缓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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