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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正五聚素原猿渊责藻灶贼则葬曾蚤灶 猿袁孕栽载猿冤在干燥综合征中的临床意义遥 方法院耘蕴陨杂粤 方法检测 缘圆 例干燥综合征患

者和 员缘 例健康体检者血浆 孕栽载猿 水平袁并分析了 孕栽载猿 与干燥综合征患者临床指标的相关性遥 结果院淤血浆 孕栽载猿 水平变化院干
燥综合征患者血浆 孕栽载猿 水平咱渊员援源怨圆 依 园援园员愿冤灶早 辕 皂蕴暂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咱渊员援源园猿 依 园援园员怨冤灶早 辕 皂造暂袁其中肾小管功能异常患者
血浆 孕栽载猿 水平咱渊员援缘苑猿 依 园援园员怨冤灶早 辕 皂蕴暂显著高于无肾小管功能异常患者咱渊员援源员愿 依 园援园园猿冤灶早 辕 皂蕴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于在干燥综合征

合并肾小管功能异常的患者中袁血浆 孕栽载猿 水平与尿可滴定酸及尿铵离子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与炎症相关指标 悦
反应蛋白尧血沉无明显相关性袁与免疫学指标 陨早粤尧陨早郧尧陨早酝尧杂杂 相关抗体尧类风湿因子无相关关系遥 盂对于干燥综合征合并肾小

管功能异常的诊断效能 孕栽载猿 与尿 茁圆 微球蛋白相当袁孕栽载 的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渊粤哉悦冤为 园援苑园圆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怨猿耀园援愿员员冤袁与尿 茁圆 微球
蛋白渊粤哉悦院园援苑园缘袁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远苑耀园援愿源猿冤无明显差异遥 结论院孕栽载猿 可能作为干燥综合征患者肾小管间质损伤的生物学标志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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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泽藻则怎皂 责藻灶贼则葬曾蚤灶 猿 渊孕栽载鄄猿冤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躁燥早则藻灶爷泽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
韵怎赠葬灶早 悦澡怎灶员袁宰葬灶早 匝蚤葬灶早圆袁杂怎灶 载蚤葬燥曾怎葬灶圆袁宰葬灶早 再葬灶赠葬灶圆鄢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晕藻责澡则燥造燥早赠袁圆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砸澡藻怎皂葬贼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责藻灶贼则葬曾蚤灶 猿 渊孕栽载猿冤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躁燥早则藻灶爷泽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 渊杂杂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孕造葬泽皂葬 枣则燥皂 缘圆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杂 葬灶凿 员缘 澡藻葬造贼澡赠 增燥造怎灶贼藻藻则泽 憎葬泽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 枣燥则 贼澡藻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孕栽载猿 遭赠 耘蕴陨杂粤援 悦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孕栽载猿 葬灶凿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 燥枣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杂 憎葬泽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蕴藻增藻造 燥枣 孕栽载猿 蚤灶 杂杂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藻泽责藻糟蚤葬造造赠 憎蚤贼澡

贼怎遭怎造葬则 凿葬皂葬早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咱渊员援源怨圆 依 园援园员愿冤灶早 辕 皂蕴暂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蚤灶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咱渊员援源园猿 依 园援园员怨冤灶早 辕 皂蕴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葬灶凿 贼澡藻 责造葬泽皂葬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孕栽载猿 咱渊员援缘苑猿 依 园援园员怨冤灶早 辕 皂蕴暂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渊灶越猿员冤憎蚤贼澡 则藻灶葬造 贼怎遭怎造葬则 凿赠泽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渊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葬遭灶燥则皂葬造

怎则蚤灶藻 葬糟蚤凿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袁怎则蚤灶藻 晕粤郧 葬灶凿 葬遭灶燥则皂葬造 怎则蚤灶葬则赠 茁圆鄄皂蚤糟则燥早造燥遭怎造蚤灶冤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燥怎贼

贼怎遭怎造葬则 凿葬皂葬早藻 咱渊员援源员愿 依 园援园园猿冤灶早 辕 皂蕴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援 孕造葬泽皂葬 孕栽载猿 憎葬泽 灶藻早葬贼蚤增藻造赠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栽粤 葬灶凿 晕匀源垣 蚤灶 贼澡藻 怎则蚤灶藻 燥枣 杂杂
憎蚤贼澡 贼怎遭怎造葬则 凿葬皂葬早藻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匀燥憎藻增藻则袁贼澡藻则藻 憎葬泽 灶燥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耘杂砸袁悦砸孕袁陨早郧袁陨早粤袁陨早酝袁杂杂粤袁杂杂月袁葬灶凿 砸云援 耘枣枣蚤糟葬糟赠 燥枣

孕栽载猿 蚤灶 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则藻灶葬造 贼怎遭怎造葬则 凿赠泽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杂 憎葬泽 藻择怎蚤增葬造藻灶贼 贼燥 贼澡葬贼 燥枣 怎则蚤灶葬则赠 茁圆鄄皂蚤糟则燥早造燥遭怎造蚤灶援 栽澡藻 葬则藻葬

怎灶凿藻则 砸韵悦 糟怎则增藻 燥枣 孕栽载猿 憎葬泽 园援苑园圆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怨猿耀园援愿员员冤袁憎澡蚤糟澡 澡葬凿 灶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怎则蚤灶葬则赠 茁圆鄄皂蚤糟则燥早造燥遭怎造蚤灶咱粤哉悦院
园援苑园缘袁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远苑耀园援愿源猿暂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孕造葬泽皂葬 孕栽载猿 糟燥怎造凿 遭藻 葬 怎泽藻枣怎造 皂葬则噪藻则 燥枣 贼怎遭怎造葬则 凿葬皂葬早藻 蚤灶 杂杂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咱Key words暂 杂躁燥早则藻灶爷泽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曰贼怎遭怎造葬则 凿葬皂葬早藻曰责藻灶贼则葬曾蚤灶 猿

干燥综合征渊杂躁燥早则藻灶爷泽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杂杂冤是一种主

要累及外分泌腺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袁该病起病及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猿园圆缘苑缘冤曰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渊月运圆园员猿员园圆愿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赠燥灶早糟澡赠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鄢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远袁猿远渊员员冤院员猿缘怨鄄员猿远员暂

进展隐匿袁 目前临床上尚缺乏有效评估 杂杂 活动性
及脏器受累的生物学指标袁现有研究已证实传统生

物 学 指 标 如 血 沉 渊藻则赠贼澡则燥糟赠贼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葬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袁
耘杂砸冤尧悦原反应蛋白渊悦鄄则藻葬糟贼蚤增藻 责则燥贼藻蚤灶袁悦砸孕冤等缺乏
特异性及敏感性遥 因此袁积极探索能有效评估 杂杂 疾

窑员猿远园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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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病活动性及严重性的生物学指标袁 对于指导 杂杂 的

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意义遥

正五聚素原猿渊责藻灶贼则葬曾蚤灶 猿袁孕栽载猿冤是与 悦砸孕 同为

正五聚素蛋白家族的急性期反应蛋白袁在许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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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孕栽载猿 水平变化

杂杂 患者血浆 孕栽载猿 水平咱渊员援源怨圆 依 园援园员愿冤灶早 辕 皂蕴暂

中发挥不同作用遥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中袁如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咱渊员援源园猿 依 园援园员怨冤灶早 辕 皂蕴暂渊孕 约

与其疾病活动性和治疗反应性相关 咱员原圆暂袁而其在 杂杂

异常尧尿 晕粤郧 及尿 茁圆鄄酝郧 异常冤患者血浆 孕栽载猿 水

类风湿关节炎和血管炎患者血清中的 孕栽载猿 水平

中的作用尚不清楚遥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袁拟通
过检测血浆 孕栽载猿 的表达水平袁分析 孕栽载猿 与 杂杂 患

者临床参数的关系袁 探讨其在 杂杂 病情监测中的临
床意义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杂杂 患者为 圆园员缘 年 员 月要圆园员远 年 远 月南京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住院及门诊患者 缘圆 例袁其

中男 缘 例袁 女 源苑 例袁 年龄 圆苑耀远怨 岁遥 诊断均符合

园援园缘冤袁其中 猿员 例肾小管功能异常渊包括尿酸化功能
平咱渊员援缘苑猿 依 园援园员怨冤灶早 辕 皂蕴暂显著高于无肾小管功能
异常患者咱渊员援源员愿 依 园援园园猿冤灶早 辕 皂蕴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圆援圆

相关性分析

在 杂杂 尿酸化功能异常患者中袁孕栽载猿 水平与尿

可滴定酸及尿铵离子水 平呈显著负 相关 渊孕 均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表员

孕藻葬则泽燥灶
则值
孕值

糖苷酶 渊晕鄄葬糟藻贼赠造鄄遭藻贼葬鄄阅鄄早造怎糟燥泽葬皂蚤凿葬泽藻袁晕粤郧冤 及尿

理委员会批准袁 所有受试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正常对照组 员缘 例袁为门诊健康体检者袁无自身免疫

悦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孕栽载猿 葬灶凿 燥贼澡藻则 则藻灶葬造
贼怎遭怎造葬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藻泽 蚤灶 杂杂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异常袁包括尿酸化功能异常尧尿 晕原乙酰原茁原阅原葡萄
猿员 例遥 本研究经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

孕栽载猿 与 杂杂 患者其他肾小管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栽葬遭造藻 员

圆园员圆 年 杂杂 国际分类渊诊断冤标准 咱猿暂遥 有肾小管功能

茁圆 微球蛋白渊茁圆 皂蚤糟则燥早造燥遭怎造蚤灶袁茁圆鄄酝郧冤异常的患者

血浆 孕栽载猿 与 杂杂 患者其他肾小管功能指标的

圆援猿

尿责匀
园援远圆猿
园援猿苑苑

尿碳酸
氢根

尿可滴
定酸

尿铵离子

尿晕粤郧

园援缘源怨

原园援园员愿

原园援怨怨怨
原园援园园员

原园援源圆员

园援源缘员

原园援怨愿圆

园援圆缘怨

血浆 孕栽载猿 与 杂杂 伴肾小管功能异常患者临床

资料的相关性分析

孕栽载猿 与炎症相关指标 悦砸孕尧耘杂砸 无明显相关

性疾病家族史袁其中男 猿 例袁女 员圆 例遥 两组在性别

性袁 与免疫学指标 陨早粤尧陨早郧尧陨早酝尧杂杂粤尧杂杂月尧砸云 无相

员援圆

方法

圆援源

抽取受试者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圆 皂蕴袁置于乙二

价 杂杂 肾小管功能损伤的主要指标遥 本研究发现对于

和年龄构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越园援圆员怨冤遥

员援圆援员

血浆 孕栽载猿 测定

关关系渊表 圆冤遥

孕栽载猿 对 杂杂 合并肾小管功能异常的诊断效能

尿 茁圆鄄酝郧 的异常与肾小管功能有关袁 是目前评

胺四乙酸渊藻贼澡赠造藻灶藻凿蚤葬皂蚤灶藻贼藻贼则葬葬糟藻贼蚤糟 葬糟蚤凿袁耘阅栽粤冤抗

杂杂 合并肾小管功能异常的诊断效能袁孕栽载猿 与尿 茁圆鄄

保存待测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渊藻灶扎赠皂藻 造蚤灶噪藻凿

渊怨缘豫 悦陨院园援缘怨猿 耀园援愿员员冤袁 与 尿 茁圆鄄酝郧 渊粤哉悦院园援苑园缘袁

凝管袁猿 园园园 则 辕 皂蚤灶 离心 员园 皂蚤灶袁分离血浆袁原愿园毅冰箱
蚤皂皂怎灶燥泽燥则遭藻灶贼 葬泽泽葬赠袁耘蕴陨杂粤冤测定标本中的 孕栽载猿 水

平遥 人 孕栽载猿 耘蕴陨杂粤 试剂盒购自上海源叶锐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袁所有步骤均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遥

员援圆援圆

临床相关指标
常规方法检测免疫球蛋白尧耘杂砸尧悦砸孕尧 生化指

标尧尿酸化功能尧杂杂 相关抗体渊杂杂粤尧杂杂月冤尧类风湿因
子渊则澡藻怎皂葬贼燥蚤凿 枣葬糟贼燥则袁砸云冤尧尿 茁圆鄄酝郧尧尿 晕粤郧 等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袁 所有数据以均数依标

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独立样本 贼 检验比较两组间
差异袁 相 关性分 析用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 关性 分析 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酝郧 相当袁孕栽载 的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 渊粤哉悦冤 为 园援苑园圆
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远苑耀园援愿源猿冤无明显差异遥 孕栽载猿 对于 杂杂 合并
肾小管损伤的诊断效能与尿 茁圆鄄酝郧 相当渊图 员冤遥
猿

讨

论

孕栽载猿 又称肿瘤坏死因子刺激基 员源袁 是唯一的

可溶性模式识别受体袁可以结合多种可溶性受体配
体袁参与免疫防御尧炎症尧细胞凋亡尧血管重塑及动
脉粥样硬化等多种生物效应遥 多数研究表明袁孕栽载猿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尧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渊葬灶贼蚤鄄

灶藻怎贼则燥责澡蚤造 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蚤糟 葬灶贼蚤遭燥凿赠袁粤晕悦粤冤 相关性血管
炎及大动脉炎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袁且与疾病

活动性相关袁但在 杂杂 中的研究报道尚不多见 咱圆袁源原远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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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悦砸孕

园援源怨苑

则值

园援员苑源

孕值

孕栽载猿 与 杂杂 伴尿酸化功能异常患者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陨早郧

园援员源源
园援苑员员

陨早酝

原园援员员员
园援苑苑缘

尿 茁圆鄄酝郧

员援园园

陨凿藻灶贼蚤贼赠豫

园援愿园
园援远园

园

园援缘苑源

原园援员员愿
园援苑远猿

园援园源远
园援怨员源

时与其他肾小管损伤指标比较袁 本研究发现 孕栽载猿
对于 杂杂 伴发肾小管损伤的诊断效能与尿 茁圆鄄酝郧 相
当袁 以上结果提示 孕栽载猿 有可能成为反映肾小管损

相关遥 但在本研究中袁对 孕栽载猿 水平与 杂杂 其他临床
孕栽载鄄猿

陨凿藻灶贼蚤贼赠豫

园援远园

活动指标进行相关分析袁 并未发现 孕栽载猿 与疾病活
动性相关遥 表明在 杂杂 中袁孕栽载猿 可能并不是急性相

反应蛋白的血清学标志袁原因可能是此类患者本身
炎症程度较低袁以及本研究病例数较少袁对此有必
要收集更多的 杂杂 病例作进一步研究遥

园援源园
园援圆园

云蚤早怎则藻 员

园援圆猿远

砸云

缔组织疾病中袁 均发现 孕栽载猿 水平与疾病活动密切

园援圆园 园援源园 园援远园 园援愿园 员援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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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愿园

图员

园援员圆远

园援苑员怨

耘杂砸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尧小血管炎及大动脉炎等结

员援园园

园

园援缘愿苑

原园援员源园

杂杂月

能发挥重要作用袁但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园援圆园

园

杂杂粤

陨早粤

伤的另一个生物学标志袁 在 杂杂 的肾小管损伤中可

园援源园

月

窑员猿远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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