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92· 

· 论 著 · 

中国危重病急救 医学 2004年 5月第 16卷第 5期 Chin Crit Care Med，May 2004，Vo1．16，No．5 

前列腺素E 脂微球载体制剂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 

钟伟强 刘冠贤 杨永铭 蔡迅 黄仲良 

【摘要】 目的 探讨前列腺素 E 脂微球(I ipo—PGE。)载体制剂对慢性 肾小球 肾炎治疗的机制 。方法 

对诊断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患者每日静脉滴注或直接缓慢静脉注射 Lipo—PGE 20 g，连续应用 4周，检测患 

者治疗前后血清白细胞介素一1(IL一1)和肿瘤坏死因子一a(TNF—n)的变化 ，同时测定患者血尿素氮(BuN)、 

血肌酐 (SCr)和 内生肌酐清除率(CCr)的变 化。结果 慢性 肾小球 肾炎患者经 Lipo—PGE 治疗后 。IL一1、 

TNF—n、BUN和 SCr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P均<O．01)，而 CCr较治疗前有明显升高(，j<O．05)。结论 

Lipo—PGE 可抑制慢性 肾小球肾炎的肾脏炎症 反应 ，并能改善慢性 肾小球 肾炎的肾功能 。 

【关键词】 肾小球肾炎。慢性 ； 前列腺素脂微球； 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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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treatment with lipo—pr0staglandin EI on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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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mechanism underlying lipo—prostaglandin Ej(PGE】)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Methods The recommended dose of 20 ／*g lipo— 

PGE，for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was as a daily dose by continuous intravenous infusion 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for 4 weeks．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1(IL一1)。tumor necrosis factor一Ⅱ(TNF一Ⅱ)， 

blood urea nitrogen(BUN)，serum creatinine(SCr)and clearence of creatinine(CCr)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Results After treatment with lipo—PGE 。levels of lI 一1。TNF 一Ⅱ，BUN and SCr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ll P < O．O1)。but CCr valu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d O．05)．Conchsion Lipo—PGE can reduce the renal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improve the 

renal func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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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小球肾炎具有病程长、呈缓慢进行性进 

展的特点，临床上治疗效果差，预后不良 j。本研究 

中采用每 日静脉滴注或直接缓慢静脉注射前列腺素 

E。脂微球(Lipo—PGE。)方法治疗慢性 肾小球肾炎， 

观察治疗前后 白细胞介素一1(IL一1)、肿瘤坏死因 

子一a(TNF—a)、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内 

生肌酐清除率 (CCr)和 24 h尿蛋白定量的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本组患者共 56例，其中男 39例，女 

17例；年龄 18～42岁，平均 36．7岁；所有患者的诊 

断均符合 1985年 中华肾脏病学会第二届全国肾脏 

病会议制订的肾小球疾病分类诊断标准，其中行肾 

活检 42例，未行肾活检 14例，肾活检报告中系膜增 

生性肾炎 15例 ，膜性 肾病 6例，局灶性节段性 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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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硬化 8例，膜增生性肾小球 肾炎 8例 ，增生硬化性 

肾小球肾炎 5例。 

1．2 治疗方法：患者确诊以后均每 日采用生理盐水 

100 ml+Lipo—PGE (商品名凯时)20 g静脉滴注 

或直接缓慢静脉注射 ，连用 4周 ，如果用药 2周后效 

果不理想，则每 日I ipo—PGE 用量加至 30 g。观 

察期间原则上不改变原治疗处方用药 ，如类固醇、免 

疫抑制药物等继续使用；但对肾功能有影响的药物 

及抗血小板药则不用，如非甾体类抗炎药 、促纤溶 

药、钙离子拮抗剂及氨基糖甙类等。 

1．3 检测方法 ：所 有患者 治疗前后 均查 II 一1、 

TNF—a、BUN和 SCr，并计算治疗前后 CCr变化， 

查患者 24 h尿蛋白定量变化情况。IL一1、TNF—a 

由本院化验室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ELISA)法检测； 

SCr和 BUN 由本院化验室采用全 自动生化仪检测； 

根据患者的年龄、体质量、SCr浓度计算 CCr。CCr 

(ml／min)一 (140一年 龄)×体质量 (kg)／72×SCr 

(mg／d1) (女性需 ×0．85)。CCr的最终结果需换算 

成 rnl·s ·1．73 rrl (×0．0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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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处理 ：结果以均值 ±标准差 ( 士S)表 

示，并以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O．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Lipo—PGE 治疗前 后患者 II 一1、TNF—a、 

BUN、SCr、CCr和 24 h尿蛋白定量结果见表 1。治 

疗期间无一例因不 良反应而退 出。治疗后 IL一1、 

TNF—a、BUN、SCr、CCr和 24 h尿蛋白定量均有不 

同程度的改善(尸<O．05或 P<O．01)。治疗期间，有 

21例患者 出现注射部位轻度疼痛 ；有 12例出现注 

射部位沿静脉走向轻度肿胀及发红；5例头晕，尤其 

是在直接静脉注射时出现 ，经改为静脉滴注后消失。 

上述反应均较轻微，患者均可耐受而不影响疗程，治 

疗后患者自觉症状有明显好转，食欲改善 ，夜尿次数 

较治疗前减少，且患者的疗效在治疗结束后仍持续 

相当的时间。 

表 l Lipo—PGEl治疗前后 IL—l、TNF—a及 

血生化变化( ± ) 

Table l Changes of IL—l。TNF —a and their biochemical 

varities before and after Lipo—PGEl treatment(x_+ s) 

指标 例数(例) 治疗前 治疗后 

注 ：与 治疗 前 比较 ： 尸< O．05，一 P<O．O1 

3 讨 论 

肾小球 肾炎是 肾脏疾病 中发病率高、危害大的 

疾病 ，目前认为多数是由免疫学因素所引起 ，许多免 

疫机制参与了肾炎的发病过程。血液中的免疫复合 

物沉积于肾小球上，免疫复合物激活补体、中性粒细 

胞、单核一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这些细胞释放 出的 

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 ，促进了系膜细胞和基质增生， 

导致基底膜的破坏，其中 IL一1和 TNF—a作 为炎 

症介质在肾小球肾炎的急性期和硬化过程中起了重 

要作用。 

IL一1在免疫和炎症反应 中可传递信息 ，促使 

细胞分化增殖 ，导致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的扩 

大，在免疫应答的分子调节网络中起了重要作用∞ 。 

在肾脏方面，IL一1可促进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的 

促凝血活性，增加系膜细胞蛋白激酶的活性 ，加重肾 

脏损害“ 。而 TNF—a常与 II 一1产生协同作用，增 

强内皮细胞、巨噬细胞活性 ，促进炎症细胞黏附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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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TNF—a能通过 系膜细胞形成氧基 团而加重 肾 

小球损害；此外，TNF—a作用于内皮细胞和 系膜细 

胞促进组织因子表达，加剧了肾小球的纤维化 。前 

列腺素 E (PGE )对多数免疫功能呈现抑制作用，能 

抑制免疫复合物和抗体形成以及血管渗透的炎症反 

应，抑制炎症细胞浸润 。而且，PGE 对 II 一1和 

TNF—a的产生和分泌也有一定的调控作用 ，可能 

是 II 一1和 TNF—a的免疫调节因子 。 

肾炎的进展还认为与血小板异常有关 。慢性肾 

小球 肾炎肾小球 内血液呈 高凝状态，局部血液凝 

固一纤溶系统异常，可从临床间接证实，因此血、尿的 

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均升高。同时发现血小板有促进 

炎性介质释放、循环免疫复合物沉积作用，并促进炎 

症反应的作用，如肾小球的通透性增加，炎性细胞游 

走、浸润和肾小球细胞的增殖等都与病变的进展有 

关，PGE 可抑制血小板在 肾脏 内的凝集和沉积，从 

而抑制肾炎的进展。本研究也提示 ，治疗后患者的 

24 h尿蛋 白定量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同时 PGE 

能直接作用于血管平滑肌，扩张肾动脉 ，调节肾血流 

量，尤以肾皮质最为明显曲 ，改善肾脏微循环，从而 

促进肾功能恢复。本组患者 PGE 治疗后的 CCr明 

显升高 ，BUN和 SCr明显降低。 

普通 PGE 通过一次肺循环后，约 7O ～9O 

被肺氧化酶灭活。而 I ipo—PGE 是把 PGE 包裹在 

脂微球中，通过微球的屏障保护作用，降低了它在肺 

部的失活 ，并能缓慢 、有序、控释性释放，发挥持续的 

效果。脂微球易于在炎症部位和病变血管处聚集，具 

有靶向作用。在使用 Lipo—PGE 治疗慢性 肾小球 

肾炎中，具有安全、有效性 ，它能明显改善肾功能，尤 

其是改善 CCr，在随访 中患者肾功能保持稳定。此 

外，血栓素 A 一前列环素(TxA 一PGI )失衡在肾炎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已得证 实∞j，而外源性 PGE 对 

纠正这种失衡也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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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0Ds)多 

因严 重感染、重 度创伤 、创伤 出血性 休 

克、感染性休克、创伤后免疫功能障碍及 

炎性反应而诱 发，机体遭受打击 24 h后 

序贯 出现 2个或 2个以上 器官功 能不 

全，病情凶险，病死率极高。由于MODS 

的代谢特点一方面是机体处在代谢紊乱 

及营养素利用障碍状态 ，急需给予 补充； 

另一方面由于器官功能障碍不能有效地 

利用营养物质及排出代谢产物 ，因此在 

救冶 MODS患者过程 中给予 合理 的营 

养支持治疗显得尤为重要。现将近 8年 

来采用分类代谢营养支持治疗 23例 

MODS患者与 同期 23例采用常规方法 

治疗患者进行对照 ，报告如下。 

1 病例与方法 

1．1 病例 ：46例 MODS患者均为 1995 

年8月一2OO3年 2月收入住院的 366例 

器官功能障 碍中符合 MODS标准的患 

者 ，而且符合机体遭受各种打 击后 24 h 

序贯出现 3个以上器官功能不全(格拉 

斯 哥 昏迷 评 分 均 ≤ 8分 ，诊 断 参 照 

MODS病情分期诊断标准“ )。其中男性 

25例，女性 21例；年龄为 14～87岁，平 

均 48岁。原发病：严重感染导致全身性 

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1 5例 ，各种原 因 

引起休克 11例，严重 创伤术后 8例，脑 

血管病 6例 ，药物 中毒 6例 。器官功能障 

碍数 ：46例患者均为 3个或 3个以上器 

官功能障碍，受累器官功能 障碍 3个者 

1 1例 ，4个者1 9例 ，5个者9例，大于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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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7例。最早出现受累的器官依次为肺 

脏、肝脏、胃肠、代谢功能 障碍、心 脏、肾 

脏及血液系统。 

1．2 治疗 方法：46例患者 除均 采用综 

合治疗外 ，将其随机分为分类代谢营养 

支持治疗组 23例和常规营养支持治疗 

组 23例。 

1．2．1 常规治疗组：补充碳水化合物、 

蛋白、脂肪、维生素、电解质等，按传统补 

液方法进行 。 

1．2．2 分类代谢营养支持组 ： 

1．2．2．1 胃肠 内 (EN)营养 支持 ：自配 

混合奶 ，成分为鲜牛奶 5O～100 ml，鸡蛋 

1个 ，浓米汤 50 ml，肉汤 50 ml，植物油 

2 g，精盐 1 g，多酶片2片粉碎。每日5～ 

7次自鼻饲管注入，可提供的总热量为 

10 467～ 13 398 kJ。 

1．2．2．2 胃肠外 (PN)营养组：支持液 

含体积分数为 2O％的脂肪乳剂 500 ml， 

质量分数为 7 的复合氨基酸 1 000 ml， 

质量分数 为 10 的葡 萄糖1 500 ml，安 

达美 10 ml，水乐维他 、维他利匹特、电解 

质等 4O ml，自静脉保留导管内注入。 

1．2．2．3 综合治疗措施：两组均针对原 

发病给予抗感染、维持呼吸功能、改善氧 

供、早期抗凝 治疗、血管活性药物、纠正 

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血液净化、纳络 

酮、激素及免疫治疗 。 

2 结 果 

46例 MODS患者中死亡 19例，病 

死率为 41。3O％。其 中分类 代谢营养支 

持治疗组 23例 中 16例抢救成功 ，7例 

死亡，病死率为 3O．43 。常规治疗组 

23例中 11例抢救成功，12例死亡，病死 

率为 52．17％。两组病死率差异有显著 

意 义 (P<0．01)。 

3 讨 论 

危重症患者营养支持已有 200多年 

的历史，并被证明有效。1790年即有经 

鼻胃管 EN营养支持抢救咽肌麻痹成功 

的报告；而在 1952年 Robert Aubaniac 

首先采用锁骨下静脉插管到上腔静脉进 

行输液，解决了高渗糖的 PN的途经； 

1961年静脉用脂肪乳剂应用于临床。这 

些营养支持技术的应用拯救 了大量危重 

患者 ，同时也使 PN技术在 临床上被广 

泛应用 。全合一营养液配制技术的发展 ， 

使全肠道外营养 (TPN)发展 日臻 完善 。 

本研究中在使用 EN、PN、分类代谢营养 

支持救治 M0Ds患者过程 中，对患者实 

施PN治疗的难点主要在于感染并发症 

如导管感染和肠道菌群移位、胆汁淤积 

与肝功能损害；完全 EN治疗的难点在 

于受肠道蠕动、消化和吸收功能限制，造 

成对机体能量与蛋白质供给不足。近年 

来 ，MODS营养支持的发 展趋 势是根据 

不同病情 给予 EN、PN 或 EN+PN，营 

养支持治疗能够阻止病情进一步发展 ， 

保护、支持和促进损伤器官的功能恢复 ， 

改善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提高综合治 

疗措施的效力，从而降低病死率，同时也 

为 MODS患者最终获得治 愈提 供 了一 

个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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