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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海藻糖酶评估失血性休克患者肾功能损害的价值
严林，刘新锋，罗杰龙，修风民，李德亮

(东莞市塘厦医院外一区，广东 东莞 523718)

【摘要】 目的 探讨尿海藻糖酶评估失血性休克患者肾功能损害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 2016年 6月至

2017年11月入住东莞市塘厦医院外一区且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患者为研究对象，以20例失血性休克患者为观

察组，20例健康人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健康人以及失血性休克患者手术前、术后6 h、术后12 h、术

后24 h血尿海藻糖酶的OD值，先画出标准曲线，再计算出各组的海藻糖酶含量，对比各组受检者的尿海藻糖酶含

量，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记录术中所见腹腔内总出血量。结果 对照组尿海藻糖酶的含量为

(2.46±0.21) μmol/L，术前观察组患者尿海藻糖酶的含量为(3.70±0.44) μmol/L，术后 6 h为(4.16±0.78) μmol/L，术后

12 h为(3.48±0.51) μmol/L，观察组患者尿海藻糖酶的含量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

24 h观察组患者尿海藻糖酶的含量为(2.58±0.23) μmol/L，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每

一时间点的血清海藻糖酶均高于尿海藻糖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2 h时尿海藻糖酶的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曲线)下面积为0.944，敏感度为80%，特异性为100%。结论 尿海藻糖酶在失血性休克的早期开始

升高，术后6到12 h达到高峰，能够较早地反映肾小管的损伤情况，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且检测方

便、无创，生理活性稳定，可作为肾功能早期损害的评测指标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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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clinical value of urinary trehalase in evaluating renal dys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hock. Methods Patients admitted to Tangxia Hospital of Dongguan from June 2016 to November

2017 who met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he 20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hock

were enroll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20 healthy peoples were assign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optical density

(OD) was detected by ELISA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operation, and 6 h, 12 h and 24 h af-

ter operation. The standard curve was drawn, and then the content of trehalase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as drawn and intraoperative intraperitoneal bleed-

ing was recorded. Results The level of urinary trehalase in control group was (2.46±0.21) μmol/L, and the levels of uri-

nary trehala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70±0.44) μmol/L before operation, (4.16±0.78) μmol/L at 6 h after operation,

(3.48±0.51) μmol/L at 12 h after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level of urinary trehala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2.58±0.23) μmol/L at 24 h af-

ter operation, which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trehalase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urine at each time point in observation group (P<0.05). At 12 hours after

operation,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of urinary trehalase was 0.944,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80% and specificity of 100%.

Conclusion Urinary trehalase increases at the early stage of hemorrhagic shock and reaches the peak 6 to 12 hours af-

ter operation, which can reflect the damage status of renal tubules early and has high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

ty. It can be detected conveniently and non-invasively and has stable physiological activity, and thus can be used as an in-

dex to evaluate early renal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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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血性休克时肾血流量急剧减少，出现急性肾缺

血缺氧损伤的一系列表现，对肾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

影响。失血性休克引起的肾功能损害是肾前性的，目

前临床上以血肌酐、血尿素氮为标准指标来监测肾功

能的变化，实际上，在血肌酐、血尿素氮尚未表现异常

之前，部分肾小球和肾小管已经发生病理改变，只是

这些改变被未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所代偿，肌酐、

尿素氮仍表现为正常，当前尚没有一个可供临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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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来提示这种早期改变。海藻糖酶是一种胞外

糖蛋白酶，正常生理情况下血液和尿液中海藻糖酶的

浓度很低。尿海藻糖酶只来源于肾小管上皮细胞，它

的活性与近端肾小管受损程度相关，在肾小管发生坏

死早期即开始表达，随受损程度的加重而升高[1]。而

且，尿海藻糖酶不受机体代谢和肾小球滤过功能变化

的影响，生理活性稳定，在尿液中不易降解。尿海藻

糖酶的生理特性表明它可能具有提示肾小管损伤、肾

功能损害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检测血尿海藻糖酶的含

量，分析尿海藻糖酶的变化，探讨尿海藻糖酶评估失

血性休克患者肾功能损害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6月至2017年11月

入住东莞市塘厦医院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除标准的失

血性休克患者20例作为观察组，选取20例健康人作为

对照组。观察组中男性13例，女性7例；年龄22~56岁，

平均(36.1±10.7)岁，平均体质量(67.15±8.89) kg；脾破裂

9例，肝破裂5例，胃肠破裂4例，异位妊娠2例，平均出

血量为(2 035.00±1 011.66) mL。对照组中男性10例，

女性10例；年龄19~48岁，平均(31.7±5.7)岁，平均体质

量(66.65±8.93) kg。两组受检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量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年龄 18~60 周岁，性

别不限，符合失血性休克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1)伴

有肾病者；(2) 18岁以下、60岁以上者；(3)伴有感染性

疾病者；(4)伴有颅脑外伤、骨折者。

1.3 观察指标与检验方法 观察两组受检者的

血海藻糖酶、尿海藻糖酶及腹腔内总出血量。收集健康

人、失血性休克患者术前以及术后6 h、12 h、24 h的血液

和尿液，离心后留取上清液，置于冰箱(德国西门子公

司)内-70℃低温保存。采用人海藻糖酶酶联免疫试剂

盒(上海润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各组血液和尿液

中海藻糖酶的含量，通过酶标仪(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

公司)测量每组的OD值，画出标准曲线，计算出每组的

海藻糖酶含量。术中记录患者的腹腔内总出血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4.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

组独立样本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配对样本 t
检验，变量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诊断价值

分析采用ROC曲线分析。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受检者的尿海藻糖酶水平比较 对照组尿

海藻糖酶的含量为(2.46±0.21) μmol/L，术前观察组患者

尿海藻糖酶的含量为(3.70±0.44) μmol/L，术后 6 h为

(4.16±0.78) μmol/L，术后12 h为(3.48±0.51) μmol/L，观

察组患者尿海藻糖酶的含量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 24 h观察组患者尿

海藻糖酶的含量为(2.58±0.23) μmol/L，与对照组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观察组同一时间点的血清、尿液海藻糖酶水

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同一时间点血清海藻糖酶水平

均高于尿海藻糖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1。

2.3 术后 12 h尿海藻糖酶ROC曲线分析 选取

术后12 h时间点的尿海藻糖酶做ROC曲线分析，见图

1。术后 12 h 时尿海藻糖酶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44、敏感度为80%、特异性为100%。结果表明尿海

藻糖酶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敏感性和特异性。

3 讨 论

失血性休克时血容量急剧下降，有效循环血量显

著减少，全身组织器官都处于缺血缺氧、低灌注状态，

机体通过代偿机制选择性地收缩外周和内脏的小血

管，优先保证心、脑等重要器官的有效灌注[2]，导致肾

脏出现缺血。再灌注后机体可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

炎症因子[3]，出现氧化应激[4]、钙超载[5]、炎症反应、细胞

凋亡[6]，进一步加重肾脏损伤，尤其是肾小管的损伤加

重，导致肾小管上皮水肿、变性、程序性坏死脱落[7]，毛

细血管袢收缩形成微血栓，肾小管间质水肿。因此，

肾小管是肾脏缺血性损伤最明显的部位，肾小管的改

变是失血性休克肾功能损害的早期表现。

目前，临床上常用肌酐、尿素氮、胱抑素C、β2微球

蛋白等来评测肾功能的变化。肌酐、尿素氮与肾小球

表1 观察组患者同一时间点的血、尿海藻糖酶水平比较(x-±s，μmol/L)

标本来源

血清

尿液

t值
P值

术前

42.10±9.90

3.70±0.45

17.639

<0.01

术后6 h

63.94±28.62

4.16±0.78

9.330

<0.01

术后12 h

55.66±16.29

3.48±0.51

14.462

<0.01

术后24 h

31.61±7.38

2.58±0.23

17.827

<0.01

图1 术后12 h时尿海藻糖酶的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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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滤过功能相关，不同程度地受到个体年龄、身高、体

质量、饮食成分、种族、药物等因素的影响[8]，常常要等

到肾小球滤过率下降50%以后才开始升高，临床检验

中也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是反映肾损伤间接

的、较晚的指标。胱抑素C、β2微球蛋白均广泛存在于

体液中，可自由通过肾小球基底膜，经肾小球滤过后

几乎全部被肾小管重吸收并分解，不回到血液中，肾

小球、肾小管发生病变均可以引起检测数值的改变，

不具有定位特异性。肌酐、尿素氮、胱抑素C、β2微球

蛋白与肾小球的滤过功能、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有

关，引起两者变化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是肾小球、肾小

管的自身损伤引起，也可能是非自身损伤因素，特异

性差，甚至有研究认为对于创伤出血导致的休克患

者，胱抑素C检测的早期诊断价值和肌酐相比并没有

优势[9]。尿海藻糖酶是近端肾小管刷状缘细胞表达的

蛋白酶，在肾小管自身损伤后产生的，反映肾小管的

直接损伤情况，具有定位特异性。有研究发现，当肾

脏发生急性损伤时，血尿海藻糖酶水平明显升高，认

为海藻糖酶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反映近端肾小管

损伤的标志物，是急性肾损伤病情监测及预后判断的

敏感指标，检测尿海藻糖酶对肾脏疾病的诊断、病情

观察具有重要临床实用价值[10]。本研究结果表明，观

察组患者在术前、术后 6 h、术后 12 h的尿海藻糖酶含

量均高于对照组，说明尿海藻糖酶在失血性休克患者

的病情早期是升高的，能够提示肾功能的变化。

海藻糖酶来源于近端肾小管刷状缘和小肠黏膜

上皮细胞，是一种胞外糖蛋白酶，具有以下特点：(1)具

有严格的底物特异性，只能水解海藻糖，能将海藻糖

水解为两分子的葡萄糖[11]；(2)正常生理状态下血液、

尿液中海藻糖酶的含量很低，活性低，一旦发生变化

很容易被检测到，具有灵敏性；(3)生理活性稳定，在尿

液中不易被降解，即使在 4℃存放一周其活性也无明

显改变；(4)海藻糖酶的分子量大，等电点低，正常时不

能从肾小球滤过，故尿液中的海藻糖酶只来源于肾小

管[12]，具有来源特异性。本研究发现同一时间点血液

海藻糖酶含量明显高于尿液海藻糖酶，其原因可能是

小肠黏膜上皮细胞产生的海藻糖酶进入血液，引起血

海藻糖酶升高，但不能从肾小球滤过，故尿液中海藻

糖酶的含量不会随之升高，提示尿液中海藻糖酶只来

源于肾小管，尿海藻糖酶升高具有提示肾小管损害的

特异性。

ROC曲线分析表明尿海藻糖酶作为诊断指标的

敏感度为 80%、特异性为 100%、曲线下面积为 0.944，

说明尿海藻糖酶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提

示尿海藻糖酶对评估肾功能的早期损害有一定的诊

断价值。本研究发现失血性休克患者手术前尿海藻

糖酶即出现轻度升高，手术后 6~12 h达到高峰，提示

海藻糖酶在肾功能改变的早期已经开始升高，具有较

高的灵敏性。

总之，尿海藻糖酶具有稳定性、特异性、灵敏性，

能够较早地反映肾小管的损伤情况。另外，尿海藻糖

酶检测方便，不需要穿刺抽血，具有无创性，更容易被

患者接受，而且尿液中的海藻糖酶不易被降解和破

坏，不用担心标本的存放、运输问题。所以，尿海藻糖

酶作为肾功能的检测指标更具有实际临床意义，值得

进一步研究，为临床评估早期肾功能损害提供一个理

想的参考指标。
参考文献

[1] Skoczynaks A, Martvnowicz H, Poreba R, et al. Urinary trehalase ac-

tivity as an indicator of renal dysfunction in lead smelters [J]. Med

Pr, 2001, 52(4): 247-252.

[2] 陈孝平, 汪建平. 外科学[M]. 8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30-38.

[3] Choi EK, Jung H, Kwak KH, et al. Inhibition of oxidative stress in re-

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J]. Anesth Analg, 2017, 124(1):

204-213.

[4] Moreira MA, Irigoyen MC, SaadKR, et al. N-acetylcysteine reduces

the renal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induced by hemorrhagic

shock [J]. J Surg Res, 2016(6): 203(1): 113-120.

[5] Zhen Y, Ding C, Sun J, et al. Activation of the calcium-sensing recep-

torpromotes apoptosis by modulating the JNK/p38 MAPK pathwayin

focal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 mice [J]. Am J Transl Res,

2016, 8(2): 911-921.

[6] Migita H, Yoshitake S, TangeY, et al.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sup-

presses apoptosis and promotes renal tubular regeneration after re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J]. Nephrourol Mon, 2016, 8(1):

1-5.

[7] 李郭锦, 张路, 穆长征, 等. 大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程序性坏死的形

态学观察[J]. 解放军医学杂志, 2013, 38(10): 792-795.

[8] 陈波, 黄海樱, 周强, 等. 肾功能损伤早期实验室指标的诊断价值比

较[J]. 实用医学杂志, 2016, 32(1): 124-126.

[9] 唐昊, 蒋东坡. 急性肾损伤的生物学标志物能否帮助早期诊断[J].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 2017, 3(1): 33-39.

[10] Toth S Jr, PekarovaT, VargaJ, et al. Trehalase as a possible marker of

intes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J]. Acta Bionchim Pol, 2013,

60(3): 411-416.

[11] Sasai-Takedatsu M, Taketani S, Nagata N, et al. Humantrehalase:

characterization, localization,and its increase in urine byrenalproxi-

maltubulardamage [J]. Nephron, 1996, 73(2): 179-185.

[12] NiwaT, KatsuzakiT, YazawaT, et al. Urinary trehalase activity in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J]. Nephron, 1993, 63(4): 423-428.

(收稿日期：2018-05-03)

··2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