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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UA、Cys C、尿RBP水平
及其与mAlb的相关性

范修敬，古杰超，陈新豪

江门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 江门 529000

【摘要】 目的 检测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尿酸(UA)、胱抑素C(Cys C)、尿视黄醇结合蛋白(RBP)水平，并

探讨其与尿微量白蛋白(mAlb)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江门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00例2型

糖尿病肾病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选取健康体检者 200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受检者血清中UA、Cys C和β2微

球蛋白(β2-MG)、尿RBP、尿N-酰-B-D-氨基葡萄糖苷酶(NAG)、mAlb、尿β2-MG和尿清蛋白/尿肌酐(UACR)水平

和肾功能常规指标[肌酐(CR)、尿素(BUN)]，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尿液中mAlb与肾功能各项指标的

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清中 CR、BUN、UA、Cys C 和β 2-MG 水平分别为(105.27±10.37) µmol/L、(6.48±

1.12) µmol/L、(473.27±87.64) µmol/L、(2.99±1.31) mg/L、(4.92±1.88) mg/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3.25±11.45) µmol/L、

(5.31±1.03) µmol/L、(301.11±55.88) µmol/L、(0.73±0.12) mg/L、(0.78±0.21) 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患者尿液中RBP、NAG、mAlb、β2-MG和UACR水平分别为(8.13±1.42) mg/L、(16.46±5.34) U/L、(36.48±5.19) mg/L、

(0.28±0.06) mg/L、(62.59±3.89) mg/g，明显高于对照组的(0.51±0.16) mg/L、(7.51±2.45) U/L、(14.32±2.05) mg/L、

(0.07±0.02) mg/L、(3.73±0.22) mg/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尿液中mAlb与

肾功能各项指标均呈正相关关系(P<0.05)。结论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 UA、Cys C 和β2-MG 水平，尿 RBP、

NAG、mAlb、β2-MG和UACR水平以及CR、BUN均明显升高，mAlb与各项指标均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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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UA, Cys C, urinary RBP and mAlb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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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serum uric acid (UA), cystatin C (Cys C) and urinary retinol bind-

ing protein (RBP)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urinary

microalbumin (mAlb). Methods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who admitted to Jiangmen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7 to March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same time, 200

healthy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UA, Cys C, and β2-microglobulin (β2-MG), uri-

nary RBP, urine N-acetyl-BD-glucosaminidase (NAG), mAlb, urinary β 2-MG and urinary albumin-creatinine ratio

(UACR) and the changes of renal function routine indexes (creatinine [CR], urea [BU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lb in urine and renal function.

Results The levels of CR, BUN, UA, Cys C and β2-MG in serum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05.27±10.37) μmol/L,

(6.48±1.12) μmol/L, (473.27±87.64) μmol/L, (2.99±1.31) mg/L, (4.92±1.88) mg/L,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63.25±11.45) µmol/L, (5.31±1.03) µmol/L, (301.11±55.88) µmol/L, (0.73±0.12) mg/L,

(0.78±0.21) mg/L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levels of RBP, NAG, mAlb, β2-MG and UACR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8.13±1.42) mg/L, (16.46±5.34) U/L, (36.48±5.19) mg/L, (0.28±0.06) mg/L, (62.59±3.89) mg/g,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0.51±0.16) mg/L, (7.51±2.45) U/L, (14.32±2.05) mg/L, (0.07±0.02) mg/L,

(3.73±0.22) mg/g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the urinary mAlb and renal function indexes (P<0.05). Conclusion Serum UA, Cys C and β2-MG levels,

urinary RBP, NAG, mAlb, β2-MG and UACR levels, CR and BU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mAlb was correlated with various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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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s C); Routine indicators of renal function; Correlation

·论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21.13.004

通讯作者：范修敬，E-mail：fanjxui11@126.com

2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长期的高血糖环境会引发

微脉血管疾病，导致糖尿病肾病等其它并发症发生。

糖尿病肾病是较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在发病的早期

没有明显的特征，较难发现 [1]。有研究报道，早期发

现、及时治疗，能够控制肾病进一步发展，但是持续的

病情可能会导致肾衰竭[2]。因此，糖尿病肾病的早期

监测出非常重要，但是常规的检验项目很难发现。临

床研究发现，联合血清及尿液中的多项肾功能指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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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能够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进而指导患者及时接受

治疗，使病情得到控制。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尿微

量白蛋白(mAlb)会在肾功能代谢异常时穿过肾小球

进入尿液，可作为反映糖尿病肾病早期肾小球受损的

敏感蛋白[3]。本研究主要观察 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的

早期血清及尿液各项肾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并分析

尿mAlb与肾功能各项指标的相关性，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年 3月至 2019年 3月

江门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00例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作

为观察组。纳入标准：①所有糖尿病患者经临床检查

均符合《2010年ADA糖尿病诊疗标准》[4]；②患者均在

18岁以上。排除标准：①合并患有心脏疾病、高血压

或者泌尿系统疾病者；②近期应用肾脏疾病类药物

者；③患有精神疾病不能正常交流者。观察组中男性

112例，女性88例；年龄35~70岁，平均(52.33±8.12)岁；

病程2~10年，平均(5.91±1.64)年。同期选取肾功能正

常的健康体检者200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10例，

女性 90例；年龄 35~71岁，平均(51.72±9.25)岁。两组

入选者的年龄和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受检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比较两组受检者

血清中肌酐 (CR)、尿素 (BUN)、尿酸 (UA)、胱抑素 C

(Cys C)和β2微球蛋白(β2-MG)水平。所有受检者均于

早上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3 mL，用离心机离心 5 min，

3000 r/min，分离血清后上机检测。采用日立 7600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中、CR、BUN、UA、Cys C和

β2-MG水平；(2)比较两组受检者尿液中尿视黄醇结合

蛋白 (RBP)、尿 N-酰-B-D-氨基葡萄糖苷酶 (NAG)、

mAlb、β2-MG和尿清蛋白/尿肌酐(UACR)水平。抽取

肘静脉血的同时留取受检者空腹尿液 10 mL，用离心

机以1 500 r/min离心5 min后取上清液作测定。采用

BioSystemsA25 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测定尿液中

RBP、NAG、mAlb、β2-MG、UACR水平；(3)分析尿液中

mAlb与肾功能各项指标的相关性。

1.3 生化指标检测阳性判断标准 RBP>70 mg/L，

Cys C>1.5 mg/L，CR>103 µmol/L，UA>420 µmol/L，

BUN>8.3 mmol/L，β 2-MG>3 mg/L；NAG>15.7 U/L，

mAlb>20 mg/L，β2-MG>0.3 mg/L，UACR>26.1 mg/g。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法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受检者血清中 CR、BUN、UA、Cys C 和

β2-MG 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血清中CR、BUN、UA、

Cys C和β2-MG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受检者尿液中RBP、NAG、mAlb、β2-MG

和 UACR 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尿液中 RBP、NAG、

mAlb、β2-MG和UACR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mAlb 与肾功能各项指标的相关性 经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尿液中mAlb与肾功能

各项指标均呈正相关(P<0.05)，见表3。

表1 两组受检者血清中CR、BUN、UA、Cys C和β2-MG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200

200

CR (µmol/L)

63.25±11.45

105.27±10.37

38.468

0.001

BUN (mmol/L)

5.31±1.03

6.48±1.12

10.874

0.001

UA (µmol/L)

301.11±55.88

473.27±87.64

23.424

0.001

Cys C (mg/L)

0.73±0.12

2.99±1.31

24.296

0.001

β2-MG (mg/L)

0.78±0.21

4.92±1.88

30.950

0.001

表2 两组受检者尿液中RBP、NAG、mAlb、β2-MG和UACR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200

200

RBP (mg/L)

0.51±0.16

8.13±1.42

75.412

0.001

NAG (U/L)

7.51±2.45

16.46±5.34

21.543

0.001

mAlb (mg/L)

14.32±2.05

36.48±5.19

56.161

0.001

β2-MG (mg/L)

0.07±0.02

0.28±0.06

46.957

0.001

UACR (mg/g)

3.73±0.22

62.59±3.89

213.645

0.001

表3 尿液中mAlb与肾功能各项指标的相关性

项目

r值
P值

CR

0.837

<0.05

BUN

0.829

<0.05

UA

0.637

<0.05

Cys C

0.623

<0.05

β2-MG

0.735

<0.05

RBP

0.552

<0.05

NAG

0.521

<0.05

3 讨论

糖尿病肾病早期主要表现为肾小球肥大，肾小球
基底膜增厚，肾小球滤过性增高，会出现微量的蛋白

尿，进一步发展会出现水肿、血压升高和肾功能被破
坏，最后导致肾衰竭，直至死亡[5]。目前，临床中主要
通过血清CR水平的检测来评判肾病的发生，但是可
能会出现误诊或者漏诊[6]。BUN测定在早期肾病中灵
敏度不高，所以检测结果不理想[7]。因此，如果能够实
现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并及时的采取相关的治疗措
施，可以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8]。单一的指标检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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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用，但是不能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因此，联合血

清和尿液多项相关指标检测，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9]。

RBP是由肝脏内质网合成，其在血液中可以以复

合物的形式转运视黄醇到机体的组织中，视黄醇进入

细胞后，复合物此时就会成为游离的RBP，可以自由

滤过肾小球，被肾小管重吸收利用 [10]。本研究显示，

糖尿病肾病患者尿液中 RBP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

由此说明肾脏功能被破坏，肾小球滤过功能受损，会

使得RBP在血液中堆积，升高其水平，RBP检测的灵

敏度高。

血清中的Cys C相对分子质量较低时，在被肾小

球滤过之后，再由肾小管重吸收，其不会再重新进入

血液，并且肾小管细胞也不会产生，所以只要肾小球

有少许变化，血液中的Cys C就会发生变化。有研究

报道，相比常规的尿检，糖尿病肾病的血清Cys C检查

有更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11]。本研究中，糖尿病肾病

患者血清中Cys C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阳性检出率

高于 CR 和 BUN，说明 Cys C 水平更能反映出病情的

发展。

血清中β2-MG可以自由通过肾小球，其在肾小管

处几乎被完全吸收，糖尿病肾病患者出现病变会发生

指标变化[12]。本研究中，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中β2-MG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说明肾小球滤过功能降低，也

使得肾小管出现病变，最后血液中β2-MG升高。孙蔚

蔚等[13]的研究结果发现β2-MG是一种更加灵敏和准确

反映早期肾功能受损的指标。肾是合成以及储存

NAG的重要器官，其半衰期是5 min，并且相对分子质

量较大，不能通过肾小球滤膜。而当肾小管处NAG浓

度升高，说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肾小管细胞受损，是

反映肾小管功能破坏的灵敏指标[14-15]。本研究中，糖

尿病肾病患者尿液中NAG、mAlb、β2-MG和UACR水

平显著高于健康人，而且尿液中mAlb与以上剩余指

标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表明了以上尿液中的指标检

测有很高的诊断价值，并且说明以上指标水平变化和

肾功能受损关系密切。

尿mAlb是一种微量的白蛋白，当肾功能正常时，

因为肾小球滤膜的电荷选择性屏障作用，其不能透过

肾小球，若出现代谢不正常、免疫功能缺陷或者肾功

能不全，就会造成肾小球静电作用力下降，使得尿中

mAlb升高，是可以反映在早期糖尿病肾病中肾小球受

损的敏感蛋白[16]。β2-MG主要是肝脏合成的，在正常

健康人体内，它的合成还有降解都是以恒定速率进

行，还可以自由通过肾小球，其绝大部分可以被肾小

管重吸收，但是当功能受损时，肾小管的重吸收就会

减少，尿液中的β2-MG就会升高。有研究表明，UACR

的比值和UA关系较为密切，而且其在体内的水平比

较稳定，检测快捷方便[17]。

综上所述，2型糖尿病肾病血清中CR、BUN、UA、

Cys C和β2-MG水平和尿液中RBP、NAG、mAlb、β2-MG

和UACR水平与肾功能受损明显相关，联合多项检测

能够作为检测的灵敏指标，mAlb与各项指标均有一定

的相关性，在早期诊断中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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