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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pasture综合征继发重症肺炎并心衰一例及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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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pasture综合征是Goodpasture首次发现的急

性肾小球肾炎合并肺出血的现象[1]，国内称之为肺出

血肾炎综合征。本病的发病率为每年每百万人1例[2]，

是罕见病[3]。该病是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介导的器官

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也被称为抗肾小球基底

膜 抗 体 病 (anti-glomerular basement membrane anti-

body disease)[1]。当Goodpasture综合征继发重症肺炎

并心衰时，临床上易于发现肺部感染及心力衰竭，而

忽视了肺出血的存在。本文通过介绍 1 例 Goodpas-

ture综合征患者的诊治过程，进一步探讨该病的临床

及影像学特征，加深对该病的认识。

1 病例简介

患者男性，29岁，因“咳嗽、咳痰伴气促、咯血6 d”

于 2016年 10月 15日收入我院。患者入院前 6 d受凉

后出现阵发性咳嗽、咳痰，伴气促、咯血，以活动及平

卧位明显，见暗红色血块，量少，无发热。患者平素身体

健康，有吸烟史，6~7支/d。查体：呼吸急促，呼吸音粗，

双下肺呼吸音减弱，双肺可闻及干湿啰音。右肾区叩

击痛。入院时完善相关检查，血常规：白细胞(WBC)

13.2 × 109/L，血红蛋白 (Hb) 80 g/L；尿常规：红细胞

(RBC) 1 399.40/μL，尿潜血(+++)，尿蛋白(+++)；肾功能：

肌酐(Scr) 736 μmol/L，尿素氮(BUN) 23.57 mmol/L；心

功能：B 型钠尿肽前体 1 400 pg/mL；肝功能：白蛋白

24.7 g/L，总蛋白 52.1 g/L，转氨酶正常；电解质：钾(K)

4.83 mmol/L，钠(Na) 129 mmol/L，氯(Cl) 104 mmol/L；

炎症相关指标：C 反应蛋白 (CRP) 52.3 mg/L，血沉

(ESR) 122 mm/h，降钙素原(PCT) 0.40 ng/mL；血气分

析：pH 7.374，氧分压 (PO2) 73.9 mmHg (1 mmHg=

0.133 kPa)，二氧化碳分压(PCO2) 23.1 mmHg；痰培养：

找到革兰阳性球菌；病原体检查：结核杆菌、流感病原

体抗体、肺炎支原体、衣原体抗体、曲霉菌抗原、HIV抗

体、类风湿因子及抗链球菌溶血素O等均阴性。胸片

提示双肺感染或并肺水肿(图1)。胸部CT提示双肺炎

症，双侧胸腔及心包少量积液(图2)。中腹部CT：双肾

皮髓质分界不清(图3)。双肾动、静脉彩超未见异常。

图1 2016年10月15日患者胸片

注：两肺野见大片状、云雾状阴影，密度不均，边界模糊，肺尖不受累；肺门

显示不清；心缘模糊，心影大小、形态属正常范围；双膈面、肋膈角模糊。

图2 2016年10月16日患者胸部CT平扫

注：A，双侧肺野散在分布大片状阴影，密度不均，内见散在点状低密度

影；B，纵隔窗大部分病变不能显示，部分显示呈软组织密度影。

图3 2016年10月16日患者中腹部CT平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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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院诊断为：①肺部感染；②急性肾功能不

全；③急性左心衰竭；④中度贫血。入院后予抗感染、

连续血液净化、补液及呼吸机辅助呼吸等对症支持治

疗，患者病情未见改善；入院第 4天患者仍有咯血，排

除肺结核后，检查血清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 (+ )。

Goodpasture综合征诊断明确后，予连续血液净化并输

注新鲜冰冻血浆 600 mL，而且连续 3 d每日静脉注射

500 mg 甲泼尼龙冲击治疗，而后 7 d 每日静脉注射

100 mg甲泼尼龙维持治疗。入院第13天，患者持续少

尿，双肾ECT检查示双肾血流灌注及肾小球滤过率功

能重度受损，进展为尿毒症期，遂行规律血液透析治

疗，并予每天口服免疫抑制剂维持治疗(48 mg曲安西

龙、20 mg 来氟米特片及 0.5 g 吗替麦考酚酯)，另外，

考虑感染控制不佳，改用帕尼培南倍他米隆抗感

染。入院第 18 天，患者胸闷、气促明显，复查钠尿肽

前体 7 155 pg/mL，予米力农抗心衰并控制补液量；入

院第 40天，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呼吸频率加快

(30~35次/min)，血尿素氮进行性升高，复查胸部CT示

双肺感染较前进展，右肺脓肿形成(图 4)，重症肺炎诊

断明确，且痰培养示念珠菌感染，加用伏立康唑抗感

染治疗，停服免疫抑制剂，继以口服55 mg泼尼松片行

减量维持治疗。2016年12月6日患者病情急剧恶化，

诉胸口堵塞感，初始咳大量咖啡色痰，随后咯鲜红色

痰，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复查抗肾小球基底膜抗

体(+)，血肌酐、血尿素氮明显升高及重度贫血，予止

血、补充冰冻血浆、红细胞悬液等治疗，症状未见缓

解，当日患者因大咯血窒息死亡。

2 讨 论

该患者诊断为Goodpasture综合征或抗肾小球基

底膜抗体病。患者肺部感染症状明显，导致我们最初

关注感染性因素，忽视了肺出血的存在。考虑患者以

肺、肾损害症状为主，同时出现咯血，检测血清自身免

疫抗体示抗GBM抗体阳性；双肾ECT示急进性肾小

球肾炎，因此Goodpasture综合征诊断应明确。该患者

的心衰考虑是继发于肾功能衰竭，属于肾心综合征 3

型[4]，肾功能的急剧恶化导致心力衰竭，其病理机制不

仅是容量负荷过重，目前尚未被明确[4]。

Goodpasture综合征是以自身抗体对抗肾小球或

肺泡基底膜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抗 GBM 抗

体与基底膜的抗原表位相结合，并激活补体系统，导

致组织损伤 [5-6]。这是Ⅱ型细胞毒抗体介导反应，肾

和肺是两个受累的靶器官 [5-6]。Goodpasture 综合征

发病率男女比例为 3:1，发病高峰为 20~30 岁，其次

为 60~70 岁 [7]，1/3 的患者可出现抗 -GBM 抗体和

抗-ANCA 抗体同时阳性[8]。Goodpasture综合征的诱

因尚未明确，肺血管损害是肺泡毛细血管接触抗GBM

抗体的必要条件[6]。可刺激机体产生抗GBM抗体的

诱因包括：HLA-DR15遗传易感性、接触碳氢化合物、

吸烟、感染、吸入可卡因、接触金属粉尘[6]。本例患者

发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与吸烟史，吸烟会使肺损害的

危险增加 [9]，其破坏了肺泡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屏

障，使抗基底膜Ⅳ型胶原抗体结合于基底膜引起损

伤性炎症，导致肺出血。

Goodpasture综合征常急性发病，首发表现常是咯

血、贫血、镜下血尿和氮血症[1，6，10]，其典型临床表现为

急进性肾小球肾炎导致的急性肾衰竭与肺出血，如不

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10]。本病咯血量差别很大，可以

是少量痰中带血，也可以是大咯血[11]。临床需注意肺

出血是严重贫血的重要病因[6，12]。由于该患者有急性

肾功能不全，刚开始考虑是肾性贫血，应当注意该患

者有咯血症状，结合影像学示双肺浸润阴影，因为

NTproBNP也明显升高，不排除是急性左心衰咯血，但

不是粉红色泡沫痰，所以暂时排除心源性咯血。当患

者表现为肺部浸润影，特别存在不明原因贫血时，应

及早进行诊断性的支气管镜检以诊断或排除肺出血。

Goodpasture 综合征典型 X 线表现是弥漫性气腔

实变或磨玻璃样阴影，通常呈双肺对称性分布，且以

肺门周围为著[13]。肺尖和肋膈角通常不受累[6]。这些

改变代表了该病早期和急性肺出血的特征。在疾病

的晚期，X线表现依赖于时间进程和既往出血次数[5]。

肺实变通常在2~3 d消退，如果患者肺出血反复发作，

由于不断增加的含铁血黄素素沉积在间质组织内，则

逐渐进展为肺间质性病变 [5-6]。胸部 HRCT 可见双肺

弥漫实变或磨玻璃阴影[13-14]，与X线表现类似。还有

报道表明，Goodpasture综合征肺部浸润影通常是游走

性的，即指复发性肺部浸润阴影，其可在短时间内消

退(几天至几周)，然后新的浸润影出现在肺部其他部

位[12]。随着时间进展，这种浸润影似乎会在肺内移动

或“游走”。本例患者由于治疗效果欠佳，肺部“游走

性”阴影表现不突出。

Goodpasture综合征的诊断标准[11]包括：①肾小球

肾炎：一般是急进性肾小球肾炎，病理检查为新月体

图4 2016年11月24日患者复查胸部增强CT
注：A，双肺野透亮度明显减低，部分呈磨玻璃样改变，部分呈软组织密

度；B，右肺上叶见空洞形成，洞壁显示欠佳，其内可见液平，增强扫

描轻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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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肾小球肾炎；②肺出血；③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形

成。肾活检是确诊的金标准，但当不能或延迟肾活检

时，检测血清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是诊断该病的唯一

办法[15]，更有特异性的是固相免疫测定抗-a3(IV)NC1

抗体[6]，免疫荧光染色显示特征性的 IgG和C3沿肾小

球基底膜呈线性沉积 [1，11]，且以 IgG-1亚类为主[6]。

Goodpasture综合征应与其他导致肺-肾综合征的

病相鉴别。包括韦格纳肉芽肿、显微镜下多血管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其他系统性血管炎以及卡氏肺孢子

虫肺炎等[6]。胸部影像学上需与肺部感染、心源性肺

水肿及导致肺出血的疾病相鉴别，特别是韦格纳肉芽

肿和显微镜下多血管炎，这二者是弥漫性肺泡出血的

最常见病因，占45%[14]。①肺部感染：在抗感染治疗后

复查应有明显炎症吸收的表现；②心源性肺水肿：尽

管肺出血X线表现类似于心源性肺水肿，但没有心脏

增大、KerleyB线和胸腔积液征象[11]；③韦格纳肉芽肿：

是多系统疾病，胸部CT特征性表现为多发肺结节[5，14]，

结节直径一般为 2~4 cm，近 50%可见厚壁、内壁不规

则空洞[13]，治疗后肺结节变小、空洞壁变薄，出现肺出

血可引起肺实变[5，14]，90%可见血清 c-ANCA阳性[1，13]。

④显微镜下多血管炎：是肺肾综合征最常见的病因[14]，

但以中年男性多见，胸部CT以双侧弥漫性分布的磨

玻璃样影或多或少兼有肺实变(与肺泡完全充血有关)

为特征[5，14]，当出血反复发作时，可进展为肺纤维化，其

血清p-ANCA阳性[1]。以上疾病抗GBM抗体均阴性，

可予以鉴别。

Goodpasture 综合征治疗的三个原则 [6，10]包括：

①快速清除循环抗体，首选血浆置换；②用免疫抑制

药物进一步阻止抗体产生；③去除可诱发抗体产生的

有害物质。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及环磷酰胺是标准

治法[6，10]。研究表明，血浆置换对清除循环抗肾小球基

底膜抗体很重要，特别是患者有大量肺泡出血[16]，其对

强化血浆置换反应好 [7]。本例患者没有进行血浆置

换，这可能是其预后差的原因之一。临床上需注意免

疫抑制治疗可改善病情，但会加重肺部感染，治疗存

在矛盾。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治疗, 抑制

了抗GBM抗体的产生，却会导致患者免疫力低下，肺

部感染容易加重。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该患者联

合抗感染治疗效果差，后来发展为重症肺炎、真菌感

染及右肺脓肿。最近研究表明，利妥昔单抗可作为

Goodpasture综合征的替代疗法。利妥昔单抗用作一

线药物或环磷酰胺治疗失败、产生副作用患者的二线

药物，经治疗后的患者检测不到抗GBM抗体，但其肾

结局各异[6]，其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

Goodpasture 综合征预后差，死亡率高 [11]，早期诊

治，可提高存活率[10]。文献报道，以下四个方面提示预

后差 [7，10，17]：①血清肌酐>600 µmol/L；②少尿或无尿；

③ >50%的肾小球有新月体形成；④肾损害出现先于

肺出血，其中前三点预示肾功能难以恢复。本例患者

入院时血肌酐高达 736 μmol/L，后来出现少尿甚至无

尿，这都预示着患者预后差。用激素、环磷酰胺及血

浆置换可获得 1 年内 75%的生存率，5 年存活率超过

80%，少于30%的患者需要长期血透[6]。

总之，Goodpasture 综合征是以急进性肾小球肾炎

和弥漫性肺泡出血为特征的肺肾综合征。当患者出现

咯血等肺部表现伴有急性肾衰竭或血尿时，应引起临床

怀疑，典型患者通常为有吸烟史的青年男性。早期诊断

及强化的血浆置换可能是改善预后的最有效方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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