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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酚酸酯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狼疮性肾炎的疗效
及其对患者血清CysC、TGF-β1、sTM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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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肾内科，上海 200333；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5医院肾内科，上海 200052)

【摘要】 目的 探讨霉酚酸酯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狼疮性肾炎的疗效及其对患者血清胱抑素C (CysC)、转化生

长因子-β1 (TGF-β1)、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TM)水平的影响。方法 从上海利普陀区立群医院2015年7月至2017

年7月收治的狼疮性肾炎患者中选取86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对照

组给予厄贝沙坦治疗，观察组给予霉酚酸酯联合厄贝沙坦治疗，持续治疗6个月。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

效、临床症状改善情况、CysC、TGF-β1、sTM、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尿β2微球蛋白(β2-MG)、24 h尿蛋白量、血白

蛋白、血清肌酐(Scr)、补体C3水平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5.35%，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79.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尿蛋白转阴、水肿消退、血压恢复正常、血尿消失、

肾功能恢复正常等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CysC、TGF-β1、

sTM水平与治疗前相比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CysC、TGF-β1、sTM水平[(1.23±

0.34) mg/L、(51.92±9.86) pg/mL、(12.23±3.18) ng/mL]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65±0.45) mg/L、(56.86±10.79) pg/mL、

(29.15±7.06) 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UAER、尿β2-MG、24 h尿蛋白量、血白蛋白、

Scr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明显降低，C3水平明显升高，且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6.98%，与对照组的4.6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霉酚酸酯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狼疮

性肾炎能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下调血清CysC、TGF-β1、sTM表达，调节UAER、尿β2-MG、24 h尿蛋白量、血白蛋

白、Scr、C3水平恢复正常，减轻患者肾脏损伤，促进肾功能改善，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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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ycophenolate combined with Irbesartan on clinical effica-

cy and the effect on serum cystatin C (CysC),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1 (TGF-β 1) and soluble thrombomodulin

(sTM) in patients with lupus nephritis.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lupus nephritis treated in Shanghai Putuo

Liqun Hospital from July 2015 to July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rbesarta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Mycophenolate combined with Irbesartan;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clinical symptom improvement, CysC,

TGF-β1, sTM, 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 (UAER), urinary β2 microglobulin (β2-MG), 24 h urine protein, serum albu-

min, serum creatinine (Scr), complement C3 levels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35%, which was signif-

icantly higher than 79.0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urine protein negative conversion, edema regression, blood

pressure recovery, hematuria disappearance and renal function recovery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CysC,

TGF-β1 and sTM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0.05). The levels of CysC,

TGF-β1 and sTM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23±0.34) mg/L, (51.92±9.86) pg/mL, (12.23±3.18) ng/mL, respective-

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65±0.45) mg/L, (56.86±10.79) pg/mL, (29.15±7.06) ng/m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UAER, urine β2-MG, 24 h urine protein, serum albumin and Scr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C3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98%,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4.65% in the control grou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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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Conclusion Mycophenolate combined with Irbesartan in the treatment of lupus nephritis can significantly im-

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reduce the expressions of serum CysC, TGF-β1 and sTM, regulate UAER, urine

β 2-MG, 24 h urine protein, serum albumin, Scr, C3 levels to normal, alleviate renal injury, promote renal function im-

provement, and has high safety.

【Key words】 Mycophenolate; Irbesartan; Lupus nephritis; Cystatin C;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1; Soluble

thrombomodulin

狼疮性肾炎(lupus nephritis，LN)是目前最常见的

免疫复合物介导性肾炎，常伴有免疫学异常与明显肾

脏损害，常见临床症状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全身表现以

及血尿、肾功能不全等肾脏表现，严重威胁人们的生

命与身体健康 [1]。目前狼疮性肾炎仍以药物治疗为

主，厄贝沙坦属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抑制剂，能够特

异性结合血管紧张素 1型受体，阻断此受体所介导的

血管紧张素Ⅱ的全部生物学活性，并且能够有效抑制

系膜细胞增殖，显著减少基底蛋白过度表达，预防肾

间质纤维化，进而延缓疾病进程，保护肾脏[2]。霉酚酸

酯是一种选择性抑制淋巴细胞的新型免疫抑制剂，高

选择性，高特异性，较其他免疫抑制剂类药物副作用

轻微[3]。本文旨在探讨霉酚酸酯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狼

疮性肾炎的疗效及其对患者血清胱抑素C (CysC)、转

化生长因子-β1 (TGF-β1)、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TM)

水平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年 7月至 2017年 7月

上海利普陀区立群医院收治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除

标准的86例狼疮性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

自愿参与，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要

求，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按照随机数表法

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观察组中男

性7例，女性36例；年龄18~58岁，平均(34.80±8.02)岁；

病程1~14年，平均(7.68±1.69)年。对照组中男性6例，

女性 37 例；年龄 19~60 岁，平均(34.77±8.07)岁；病程

1~13年，平均(7.64±1.71)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病程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1.2.1 纳入标准 (1)临床确诊为狼疮性肾炎，诊

断符合 2009 年我国风湿病学会的 SLE 分类标准，且

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度评分＞10 分；(2)年龄为

≥18 岁；(3)尿蛋白≥1.5 g/d，或尿中红细胞计数>

10×104/mL，或白细胞>5个/Hp，或出现红细胞管型；(4)

Scr≤265 μmol/L。

1.2.2 排除标准 (1) Scr>265 μmol/L，或肌酐清

除率<30 mL/(min·1.73 m2)；(2)非SLE活动导致的白细

胞<3×109/L，中性粒细胞<1.3×109/L，血小板<50×109/L；

(3)正在接受血浆置换治疗等相关治疗者；(4)肝酶水平

或总胆红素含量高于正常值2倍以上；(5)合并其他活

动性疾病；(6)存在神经精神狼疮等并发症；(7)妊娠及

哺乳期女性；(8)患活动性消化道溃疡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厄贝沙坦(生产厂

家：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J20130049，规格：0.15 g)治疗，0.15 g/d，1 次/d，口服。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霉酚酸酯(生产厂家：上海

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31277，

规格：0.5 g)，1.0~1.5 g/d，2 次/d，口服。用药 3~6 个月

后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做剂量调整，逐步减量。两组患

者均持续治疗6个月。

1.4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实用临床内科诊断治

疗学》[4]进行临床疗效判定。完全缓解：临床症状完全

消失，检测3次以上尿蛋白结果显示均为阴性，24 h尿

蛋白定量<0.2 g，血白蛋白水平恢复至正常水平；显著

缓解：临床症状明显缓解，血清指标正常或接近正常，

检测结果 3次以上 24 h尿蛋白定量<1 g，血白蛋白水

平明显改善；部分缓解：临床症状有所缓解，检测结果

3次以上24 h尿蛋白定量<3.5 g，血白蛋白水平有所改

善；无效：临床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重，各项检测指标

无改善或加重。总有效率=完全缓解+显著缓解+部分

缓解比例之和。

1.5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尿蛋白

转阴、水肿消退、血压恢复正常、血尿消失、肾功能恢

复正常等改善情况。(2)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血清胱抑素C (Cystatin C，CysC)水平，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转 化 生 长 因 子 -β 1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1，

TGF-β1)与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oluble thrombomodu-

lin，sTM)水平。(3)收集尿液测定尿白蛋白排泄率(uri-

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s，UAER)、尿β 2 微球蛋白

(β2-microglobulin，β2-MG)、24 h尿蛋白量，采用化学定

量法测定血白蛋白水平，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水平，采用免疫比浊法

测定补体C3水平。

1.6 不良反应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

是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胀、头痛、眩晕、心悸等不

良反应发生。

1.7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软件分析本研

究涉及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内

及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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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5.3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0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08，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尿蛋白转阴、水肿消退、血压恢复正常、

血尿消失、肾功能恢复正常等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CysC、TGF-β 1、

sTM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CysC、TGF-β1、

sTM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血清CysC、TGF-β1、sTM水平与治疗前比

较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UAER、尿β2-MG、24 h尿蛋白量、

血白蛋白、Scr、C3 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吕患者的

UAER、尿β2-MG、24 h尿蛋白量、血白蛋白、Scr、C3水

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 UAER、尿β2-MG、24 h 尿蛋白量、血白蛋白、Scr

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C3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明

显升高，且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CysC、TGF-β1、sTM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3

43

治疗前

1.92±0.61

1.89±0.56

0.238

0.813

治疗后

1.23±0.34a

1.65±0.45a

4.883

0.000

治疗前

62.19±10.08

61.41±9.12

0.376

0.708

治疗后

51.92±9.86a

56.86±10.79a

2.216

0.029

治疗前

48.37±15.11a

48.47±15.01a

0.031

0.976

治疗后

12.23±3.18a

29.15±7.06a

14.329

0.000

CysC (mg/L) TGF-β1 (pg/mL) sTM (ng/mL)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3

43

完全缓解

14

9

显著缓解

19

13

部分缓解

8

12

无效

2

9

总有效率(%)

95.35

79.07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43

43

尿蛋白转阴

37 (86.05)

19 (44.19)

16.586

0.000

水肿消退

40 (93.02)

33 (76.74)

4.440

0.035

血压恢复正常

43 (100.00)

32 (74.42)

12.613

0.000

血尿消失

43 (100.00)

30 (69.77)

15.315

0.000

肾功能恢复正常

38 (88.37)

24 (55.81)

11.328

0.001

表4 两组患者的UAER、尿β2-MG、24 h尿蛋白量、血白蛋白、Scr、C3水平比较(x-±s)

项目

UAER (μg/min)

尿β2-MG (mmol/L)

24h尿蛋白量(g/24 h)

血白蛋白(g/L)

Scr (μmol/L)

C3 (g/L)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43)

198.21±38.38

89.42±28.59a

45.39±7.88

29.32±6.81a

3.02±0.87

0.81±0.25a

20.49±6.46

39.52±5.29a

153.43±12.01

100.87±9.23a

0.34±0.11

0.89±0.19a

对照组(n=43)

197.87±40.57

178.60±36.85a

46.71±8.11

40.79±7.63a

3.00±0.89

1.62±0.51a

20.47±6.48

31.57±5.24a

155.26±11.81

140.84±10.91a

0.35±0.09

0.56±0.15a

t值
0.04

12.538

0.765

7.354

0.105

9.352

0.014

7.001

0.712

18.341

0.461

8.939

P值

0.968

0.000

0.446

0.000

0.916

0.000

0.989

0.000

0.478

0.000

0.646

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2.5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 2 例患
者用药后出现头痛，对照组不良发生率为4.65%；观察
组2例患者出现恶心，1例患者出现腹泻，不良发生率
为6.98%，停止用药后均自行好转，观察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212，P=

0.64>0.05)。
3 讨 论
狼疮性肾炎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出现肾脏损

害表现，免疫异常与炎性反应均参与其中[5]。目前，系

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已知其病因
与环境因素、免疫异常等因素有关[6-7]。系统性红斑狼
疮会引起患者机体内产生异常免疫反应，B淋巴细胞
受到刺激后高度活化，快速增殖分化，产生大量自身
抗体，特异性结合相应抗原，在机体内形成大量免疫
复合物，损伤组织，引起器官功能障碍，损害肾脏，进
而导致狼疮性肾炎[8-9]。

TGF-β1是公认的致纤维化因子，肾组织内TGF-β1

出现过度表达，发挥明显的致纤维化作用，促进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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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基质过度合成，加重肾小球硬化、肾间质纤维化等，
进而加速慢性肾脏疾病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终末期肾
衰[10]。研究表明，包括狼疮性肾炎在内的多种进展性
肾病，患者肾组织中均出现TGF-β1持续、过度表达，其
表达量与肾间质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11]。CysC属于
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是一种低分子量、非糖基化
碱性蛋白质 [12]。当肾小球出现轻微损伤时，血清中
CysC浓度会迅速增加，据此可迅速判断肾小球滤过率
变化，是一种敏感性极强的内源性标志物，亦能够为
判断狼疮性肾炎肾功能早期微小肾损害提供参考[13]。
sTM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代表性标志物。研究表明，
sTM水平会随血管病变程度而改变，血管内皮细胞膜
上的血栓调节蛋白脱落、裂解，在血浆中形成 sTM，血
浆中 sTM 水平会随着肾组织病变的加重而明显上
升 [14]。根据血浆中 sTM 水平变化能够反映系统性红
斑狼疮疾病活动性，同时亦能够判断狼疮性肾炎的血
管病变程度、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严重程度。因此，血
浆 sTM水平可应用于狼疮性肾炎血管病变严重程度
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为判断狼疮性肾炎的预
后、疗效观察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临床对狼疮性肾炎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15]。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厄贝沙坦可抑制血管紧张素Ⅱ
转化，可有效阻断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预防和修复因血
管紧张素Ⅱ而造成的肾损伤，并促进肾脏细胞的增殖和
组织的修复，而临床上多用于肾脏的保护和修复[16]。霉
酚酸酯是霉酚酸的2-乙基酯类衍生物，是一种淋巴细
胞特异性的新型免疫抑制剂，主要是通过非竞争性、
选择性、可逆性抑制次黄嘌呤单核苷酸脱氢酶发挥免
疫抑制作用[17]。次黄嘌呤单核苷酸脱氢酶是鸟苷三磷
酸从头合成的关键反应酶，B淋巴细胞与T淋巴细胞
的增殖依赖嘌呤的从头合成，而其他细胞可利用补救
合成途径。因此，霉酚酸酯能够选择性抑制T、B淋巴
细胞增殖及功能，抑制B淋巴细胞生成抗体及细胞毒
T细胞产生。霉酚酸酯还可通过耗竭鸟苷三磷酸，抑
制甘露糖和岩藻糖转化成糖蛋白，进而下调黏附分子
的表达，降低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在慢性炎症部位的
聚集和浸润。还有研究表明，霉酚酸酯对系膜细胞增
殖具有明显抑制作用[18]。另外，霉酚酸酯还能够抑制
肾组织细胞增生，下调黏附分子表达，减少炎症细胞
浸润，进而减轻肾损伤。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治疗后观察组尿蛋白转阴、水肿消退、血压恢复正
常、血尿消失、肾功能恢复正常等指标改善情况显著
优于对照组，说明霉酚酸酯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狼疮性
肾炎能够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治
疗后两组患者血清CysC、TGF-β1、sTM水平与治疗前
相比均明显降低，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
示此联合用药方案可能是通过减少细胞浸润及免疫
复合物沉积，抑制细胞黏附分子合成，阻断单核细胞
及淋巴细胞与内皮细胞间的黏附，抑制细胞向炎症部
位迁移、聚集，进而抑制狼疮性肾炎的血管病变，减轻

肾损伤。另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治疗后UAER、
尿β2-MG、24 h尿蛋白量、血白蛋白、Scr及C3水平均
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其中观察组上述指标降低改善情
况明显优于对照组，进一步提示联合用药方案可减轻
肾脏损伤与肾小球损害，减轻蛋白尿，促进肾脏细胞
的增殖与组织修复，从而改善肾功能，促进各项指标
恢复正常。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此联合用药方案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霉酚酸酯联合厄贝沙坦治疗狼疮性肾炎
能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下调血清CysC、TGF-β1、sTM
表达，调节 UAER、尿β 2-MG、24 h 尿蛋白量、血白蛋
白、Scr、C3水平恢复正常，减轻患者肾脏损伤，促进肾
功能改善，且安全性较高。由于本研究并未进行长期
随访，且样本量较小，致使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仍
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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