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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肾移植术后BK病毒感染对移植肾功能
影响的临床研究
范宇 石炳毅 钱叶勇 柏宏伟 罗用文

【摘要】

目的

分析肾移植受体术后 BK 病毒感染导致移植肾功能受损的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同种

异体肾移植术并定期规律接受 BK 病毒监测的 210 例受体临床资料，总结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尿症、病毒血症和
BK 病毒性肾病（BKVN）的发生情况，分析 BK 病毒感染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及 BK 病毒清除后移植肾功能转归
情况。结果 210 例受体中，单纯病毒尿症受体 46 例，病毒血症合并病毒尿症受体 46 例，病理学活组织检查证
实的 BKVN 受体 7 例。移植术后病毒血症受体的血清肌酐（Scr）水平分别与尿液、血液 BK 病毒载量呈线性相关
（r=0.594、0.672，均为 P<0.01）。病毒血症受体的血液 BK 病毒载量初次发现阳性时 Scr 水平即呈明显升高趋势，
持续病毒血症状态时 Scr 水平会持续升高，经治疗血液病毒载量转阴后 Scr 水平略下降但仍明显高于病毒感染前水
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与基础水平比较，单纯病毒尿症受体病毒尿症阳性期间的 Scr 水平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结论

肾移植术后发生 BK 病毒血症时会对移植肾功能造成损伤，定期规律

监测病毒感染很有必要，一旦发现血 BK 病毒阳性时应立即实施以降低免疫抑制强度为首选的临床干预治疗措施。
【关键词】

肾移植；移植肾功能；BK 病毒；BK 病毒尿症；BK 病毒血症；BK 病毒性肾病；血清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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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BK virus infection on renal allograft fun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Fan Yu, Shi Bingyi, Qian Yeyong,
Bai Hongwei, Luo Yongwen. Department of Transplant Surgery, the 309th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jing 10009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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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irment of renal allograft function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caused
by BK virus infe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210 recipients who underwent allogenic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received BK virus monitoring regularl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incidence of BK viruria,
viremia and BK virus nephropathy (BKV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as summarized. The effect of BK virus infection
on renal allograft function and prognosis of renal allograft function after the removement of BK viru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210 recipients, there were 46 cases with pure viruria, 46 cases with viremia complicated with viruria
and 7 cases with BKVN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biopsy. The level of serum creatinine (Scr) in the recipients with
viremia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as linearly related to BK viral load in urine and blood (r=0.594, 0.672, both P<0.01).
The level of Scr increased signiﬁcantly when BK viral load in blood of the recipients with viremia was found positive for
the ﬁrst time, and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fter viremia sustained. And the level of Scr decreased slightly when blood viral
load turned to negative after treatment, but still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virus infection. All the abov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all P<0.05). Compared with the basic level, there was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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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r of recipients with pure viruria during positive viruria (all P>0.05). Conclusions It will impair the renal allograft
function when BK viremia occur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onitor viral infection regularly. Once
the blood BK virus is found positive, it shall be implemented immediately to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immunosuppression as
the preferred clinical intervention.
【Key words】 Renal transplantation; Renal allograft function; BK virus; BK viruria; BK viremia; BK virus
nephropathy; Serum creatinine

BK 病毒感染常见于接受常规免疫抑制剂治疗的

符合入选标准的移植受体 210 例，其中男 146 例，

肾移植受体，由其所致的 BK 病毒性肾病（BK virus

女 64 例，年龄（41±12）岁。术前供、受体 ABO 血

nephropathy，BKVN）是术后严重影响移植肾功能的

型均相同，所有受体群体反应性抗体（PRA）<10％。

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大约为 3％～ 5％，绝大部分

受体原发病分别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179 例，多囊肾

在移植术后 1 年内发生

。病毒感染快速进展时移

10 例，糖尿病肾病 6 例，其他病因 15 例。术前血液

植受体除了血清肌酐（Scr）升高以外往往没有任何

透析 184 例，腹膜透析 22 例，未接受透析 4 例。术

临床表现，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

后随访时间（14.3±2.8）个月。

技术检测尿液和血液中 BK 病毒载量迅速升高，往

1.2 BK 病毒感染的监测

[1-3]

往提示发生 BKVN[4-5]。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抗病毒药

BK 病 毒 规 律 监 测 方 案 为 术 后 第 1、3、6、9、

物预防或治疗 BKVN，积极监测 BK 病毒感染，及

12、15 个月时间收集研究对象的尿液和外周血标本进

时发现并早期防控 BKVN 是保护移植肾功能的公认

行相应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采用我研究所自主研

策略

[6-7]

。

发的 BK 病毒载量检测试剂盒（专利号：201110211891.1）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 309 医院器官移植研

检测尿液和血液标本中 BK 病毒载量 [8]。病毒尿症和

究所近年来对肾移植受体 BK 病毒感染监测的研究数

病毒血症的阳性标准为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尿液和

据，以期阐明移植肾功能在 BK 病毒尿症和 BK 病毒

血液标本中 BK 病毒载量 >2×103 copies/mL。对于移

血症时期受影响程度，确立对 BK 病毒感染采取防控

植术后任何时期出现持续性不明原因的 Scr 水平升高

治疗措施的最佳时机。

受体行肾活组织检查（活检），对移植肾进行病理学
诊断，采用小鼠抗 SV40 BK 病毒 T 抗原行免疫组织

1 资料与方法

化学染色法明确诊断 BKVN。

1.1 研究对象

1.3 移植肾功能的评价

收集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我研究所进行

肾功能评价主要根据 Scr 水平判断，正常人参考

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并定期规律接受 BK 病毒监测的

值 <105 μmol/L。移植受体基础 Scr 水平为移植术后

323 例受体资料。

Scr 水平降至稳定状态（Scr<176 μmol/L）后到发现

入选标准：（1）术后常规应用钙神经蛋白抑制

BK 病毒载量阳性之前的 Scr 平均值（检测频率为每

剂（CNI）+ 抗代谢类药物 + 肾上腺皮质激素（激素）

2 周 1 次）。收集移植受体在首次发现病毒尿症和病

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2）按照既定方案规律定期

毒血症以及病毒感染持续状态下 Scr 水平最高值作为

行 BK 病毒载量监测的受体。

病毒影响移植肾功能的评价指标。在检测尿液和血液

排 除 标 准：（1） 术 后 3 个 月 内 发 生 移 植 物 功

病毒载量转阴后 3、6、9 个月收集 Scr 水平资料，用

能延迟恢复（DGF）、排斥反应、重症肺炎等并发

来评估病毒载量转阴后对移植肾功能的中短期影响。

症频繁调整、更换或者增减免疫抑制方案的受体。

1.4 BK 病毒感染的治疗方案

（2）术后 1 年内非 BK 病毒感染原因造成移植肾功

对于已确诊为 BKVN 和明确由 BK 病毒感染所

能衰竭且恢复透析者。（3）术后未常规定期进行移

致肾功能受损的受体，以降低免疫抑制剂剂量作为首

植肾功能、血药浓度和 BK 病毒监测，脱失 3 次及以

选干预措施 [9]，其方案是立即停用吗替麦考酚酯或硫

上复查记录者。

唑嘌呤，同时将 CNI 类（环孢素或他克莫司）剂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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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25％～ 50％。对于严重 BKVN 合并肾功能明显受

体（46 例），仅尿液病毒载量阳性受体称为单纯病

损的受体，必要时应用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治疗。

毒尿症受体（46 例），病理学活检证实 BKVN 者 7 例，

1.5 研究方法

占 3.3％（63 例 Scr 异常变化的受体接受病理学活检，

总结肾移植术后发病（BK 病毒尿症、病毒血症

其中包含病毒血症受体 36 例），所有 BKVN 受体均

和 BKVN）情况，分析 BK 病毒感染对移植肾功能的

同时合并病毒尿症和病毒血症。

影响及 BK 病毒清除后移植肾功能转归情况。

2.2 BK 病毒感染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1.6 统计学方法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移植术后病毒血症受体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图形绘制

的 Scr 水平分别与尿液、血液 BK 病毒载量呈线性相

采用 GraphPad Prism 5 软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关（r=0.594、0.672，均为 P<0.01）。说明病毒血症

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 t 检验；

受体的 Scr 水平变化与病毒在体内复制的活跃程度有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全距）表示，比

关，且 Scr 水平与血液 BK 病毒载量的相关性高于尿

较采用非参数检验；Scr 水平与尿液、血液 BK 病毒

液 BK 病毒载量（图 1）。

载量的关系采用线性相关分析；病毒尿症和病毒血症

单 纯 病 毒 尿 症 受 体 的 基 础 Scr 水 平 为（100±

转阴率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并绘制 Kaplan-

19）μmol/L， 首 次 发 现 病 毒 尿 症 时 的 Scr 水 平 为

Meier 曲线。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09±19）μmol/L，病毒尿症持续状态时 Scr 水平

2 结 果

最高值为（111±22）μmol/L，三者间两两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4615，图 2A）。
病 毒 血 症 受 体 的 基 础 Scr 水 平 为（102±

2.1 肾移植术后发病情况
肾移植受体术后 BK 病毒感染的监测结果显示，

26）μmol/L，发现病毒血症时的 Scr 水平为（127±

210 例 受 体 中， 尿 液 BK 病 毒 载 量 阳 性 者（ 病 毒 尿

29）μmol/L， 病 毒 血 症 阳 性 时 Scr 水 平 最 高 升 至

5

（198±87）μmol/L，三者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

（5.73×10 ～9.44×10 ）copies/mL；血液 BK 病毒载

学意义（P<0.0001）。说明发生病毒血症时 Scr 水平

量阳性者（病毒血症）46 例，占 21.9％，血液 BK 病

明显升高，且病毒血症呈持续状态时 Scr 水平仍会继

症）92 例，占 43.8％，尿液 BK 病毒载量为 4.32×10
3

9

3

3

6

毒载量为 5.55×10 （3.28×10 ～11.38×10 ）copies/mL。

续升高（图 2B）。

所有病毒血症受体均同时发现病毒尿症，因此将合并

2.3 BK 病毒清除后移植肾功能转归情况
单纯病毒尿症受体的尿液 BK 病毒载量转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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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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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10 血液 BK 病毒载量（copies/mL）

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血症受体 Scr 水平与尿液和血液 BK 病毒载量的线性相关图

Th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Scr level and BK virus load in urine and blood of recipients with BK
viremia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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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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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最高值

单纯病毒尿症受体和病毒血症受体 BK 病毒感染时的 Scr 水平变化

Changes of Scr levels in recipients with simple viruria or with viremia after BK virus infection

中 位 时 间 为 8.4（4.0～10.0） 个 月， 病 毒 血 症 受 体

（111±20）μmol/L，三者与病毒尿症 Scr 水平最高

的 血 液 BK 病 毒 载 量 转 阴 的 中 位 时 间 为 8.4（2.0～

值 [（111±22）μmol/L]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12.0）个月，病毒血症受体尿液 BK 病毒载量转阴的

（P=0.5823，图 4A）。说明单纯病毒尿症阳性及转

中位时间为 9.8（6.0～20.0）个月，截止实验数据采

阴状态对 Scr 水平影响不大。

集终止，仍有 4 例病毒血症转阴受体的尿液病毒载量

病毒血症受体的病毒载量转阴后 3、6、9 个月的

呈阳性。单纯病毒尿症受体的尿液病毒载量转阴时间

Scr 水平分别为（170±65）、（160±83）、（152±

与病毒血症受体的血液病毒载量转阴时间，两者比较

52）μmol/L， 三 者 间 两 两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71），而前两者与病毒血

（P=0.4058，图 4B）。其中术后 3 个月 Scr 水平与病

症受体的尿液病毒载量转阴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毒血症持续阳性 Scr 水平最高值 [（198±87）μmol/L]

学意义（P=0.0008、0.0092，图 3）。说明病毒血症
受体的尿液 BK 病毒载量转阴时间明显延长。
单 纯 病 毒 尿 症 受 体 的 病 毒 载 量 转 阴 后 3、6、
9 个月的 Scr 水平分别为（112±23）、（106±21）、
病毒血症受体血液 BK 病毒
载量阳性者

BK 病毒阳性率（%）

100

病毒血症受体尿液 BK 病毒
载量阳性者

80

单纯病毒尿症受体尿液 BK
病毒载量阳性者

60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223、0.0054）。
说明当病毒血症转阴后 Scr 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即
肾功能好转，但此过程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往往
要在病毒血症转阴后 6 个月以上才有明显的变化。
单 纯 病 毒 尿 症 受 体 的 基 础 Scr 水 平 [（100±
19）μmol/L] 与 病 毒 载 量 转 阴 后 9 个 月 Scr 水 平 比
病毒转阴后 9 个月 Scr 水平较基础 Scr 水平 [（102±
26）μmol/L]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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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 BKV 感染时间（月）

图3

9 个月 Scr 水平与病毒血症持续阳性 Scr 水平最高值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30），病毒血症受体

40

０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0.0933）， 术 后 6、

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感染受体病毒尿症和病毒
血症阳性率的 Kaplan-Meier 曲线

3 讨 论
BK 病毒最早由英国医师 Gardner 等 [10] 于 1971 年
报道，他们在 1 例肾移植术后发生肾衰竭和输尿管狭
窄受体的尿液和输尿管上皮细胞中分离出一种新型

Kaplan-Meier curve of BK viruria and

病毒，因此用该患者的姓名首字母缩写命名为 BK 病

viremia positive ratio in recipients with BK virus

毒，此后不断有学者报道 BK 病毒会对肾功能造成损

infe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伤 [11-12]。
而到上世纪 90 年代，
随着肾移植手术的广泛开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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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感染受体病毒载量转阴后 Scr 水平的变化

Changes of Scr levels in recipients with BK virus infe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ith negative
viral load

展，由 BK 病毒感染导致移植物功能受损，严重者发

实的 BKVN 也仅 7 例，说明 BK 病毒不一定发展到

展为 BKVN 而导致移植物功能丧失的病例报道显著

BKVN 才会损伤移植肾功能。与我们研究结果相类似

增多

[13-15]

的是，Ginevri 等 [20] 报道了 BK 病毒血症患者的 Scr

。

BK 病毒最初感染一般发生于儿童时期，常表现
为无症状或微弱的上呼吸道症状，随后潜伏并持续存
在于尿路上皮细胞中

[16]

。约 80% 以上的正常健康个

体可发现 BK 病毒血清学阳性反应，但并不致病

[17]

水平较阴性患者显著增加，而且 BK 病毒载量与移植
肾的损伤程度呈正相关。
当 BK 病毒感染发展到病理学活检证实的 BKVN

。

时，移植肾组织会发生相应的病理性损伤，绝大多数

在免疫抑制状态等因素作用下，BK 病毒能够从亚临

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即使体内病毒载量转阴，由病毒

床复制的潜伏状态发生再活化，激活后的病毒进入

造成的肾细胞损伤亦不可恢复，这种病理学变化已得

持续高度复制状态。当高度复制的 BK 病毒出现在尿

到公认 [21]。由前文所述，当病毒血症发生时即发生

液中并被检测出来即为 BK 病毒尿症，出现在血液中

移植肾功能损伤，而此时相当多数受体病理学活检并

为病毒血症，病毒感染进一步引起移植肾间质损伤

不能证实 BKVN 或肾细胞特异性损伤，其对肾功能

时，则称为 BKVN。多项国内外研究表明，肾移植术

的损伤是一过性的还是不可逆性的尚无定论。此外，

后患者中 BK 病毒尿症、病毒血症和 BKVN 发生率

对病毒尿症和病毒血症受体积极实施以降低免疫抑制

分别为 30%～60%、10%～25%、0～10%，一旦发生

剂剂量为主的治疗措施使体内病毒载量彻底转阴后，

BKVN 则有近 45% 的受体会发生移植肾失功

[6,18-19]

。

受体的 Scr 水平能否下降，肾功能是否发生不可逆的

本研究发现 BK 病毒血症受体的尿液和血液 BK

改变也同样令人关注。本研究发现坚持积极控制免疫

病毒载量与 Scr 水平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提示病毒

抑制剂剂量的治疗可在发生感染后 1 年内控制并清除

血症受体尿液和血液内的病毒复制越活跃，Scr 水平

BK 病毒。病毒血症受体尿液 BK 病毒载量转阴的时

的变化越剧烈，即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越大，而单纯

间要长于单纯病毒尿症受体，且在血液 BK 病毒载量

BK 病毒尿症对移植肾功能的变化影响不大。在初次

转阴后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尿液才会转阴，这与本研究

发现血液 BK 病毒载量阳性时，受体 Scr 水平明显升

所和国内外研究机构早期报道的结果一致 [22-23]。此

高，至病毒复制最活跃时期，Scr 水平持续升高，因

现象再一次说明了病毒血症的感染级别高于病毒尿症，

此可以认为移植肾功能在发生病毒血症时即会受到损

两者在体内出现及消失的顺序符合 BK 病毒感染进展

伤，如果病毒血症持续存在，肾功能损伤会持续加重。

的规律。

本研究中的受体在首次发现血 BK 病毒载量阳性时虽

本研究发现单纯病毒尿症受体 Scr 水平在病毒载

未全部即刻进行肾穿刺活检，但大部分受体在持续病

量阳性最高时及病毒转阴后 3、6、9 个月时略有波动，

毒血症状态下进行了肾穿刺活检，最终病理学活检证

但变化不大，说明 BK 病毒仅在尿液中复制不会对移

·５６·

器官移植

植肾功能产生影响。在病毒血症受体中可以发现，病
毒转阴后 6、9 个月的 Scr 水平分别与载量阳性最高
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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